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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特藏
民 國 十 九 年 之 蔣 介 石 先 生 =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ang Kai-shek in
1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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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49 面; 21 公分 .-- (政
大人文系列叢書) .-- ISBN 978-62695826-4-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蔣中正 2.CST: 傳記 3.CST: 歷
史檔案 005.32
民 國 十 八 年 之 蔣 介 石 先 生 =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ang Kai-shek in
1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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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826-0-0 (上
冊:精裝) .-- ISBN 978-626-95826-1-7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蔣中正 2.CST: 傳記 3.CST: 歷
史檔案 005.32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 =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ang Kai-shek in
1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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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826-2-4 (上
冊:精裝) .-- ISBN 978-626-95826-3-1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蔣中正 2.CST: 傳記 3.CST: 歷
史檔案 005.32

目錄學；文獻學
古籍之美 : 古籍文獻典藏與管理 / 張
圍東著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方
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71-334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圖書學 2.CST: 古籍 3.CST: 蒐
藏管理 011
臺灣閱讀風貌及全民閱讀力年度報
告. 110 年 / 國家圖書館圖書館事業
發展組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
圖書館, 11103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78-712-6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1.CST: 閱讀 2.CST: 圖書館 3.CST: 讀
者使用調查 011.99
中國史學名著 / 錢穆作 .-- 五版 .-- 臺
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5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21-2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目錄 3.CST: 書
評 016.61
學術資料的檢索與利用 / 林慶彰主
編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404 面; 23 公
分 .-- (通識教育叢書. 治學方法叢
刊) .-- ISBN 978-986-478-624-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資訊檢索 019.9

國學
百年國學導論 / 張洪興著 .-- 初版 .-臺北市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11102 .-- 530 面; 23 公分 .-- (文化中
國 ; CC066) .-- ISBN 978-986-388-1551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漢學研究 2.CST: 中國 030
漢 學 論 衡 初 集 : Reviewing and
revealing Chinese studies. I / 鄭 吉 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3 .-- 352 面; 21 公分 .-- (中國思想
史研究叢書 ; 25) .-- ISBN 978-986350-578-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學 2.CST: 文集 030.7
古籍知識手冊. 一, 古籍知識 / 高振鐸
主編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80 面; 23 公
分 .-- (文獻研究叢書. 圖書文獻學叢
刊) .-- ISBN 978-986-478-620-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學 2.CST: 古籍 3.CST: 圖書
學 032
古籍知識手冊. 二, 古代漢語知識 / 高
振鐸主編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90 面;
23 公分 .-- (文獻研究叢書. 圖書文獻
學 叢 刊 ) .-- ISBN 978-986-478-621-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學 2.CST: 古籍 3.CST: 漢語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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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知識手冊. 三, 文化知識 / 高振鐸
主編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506 面; 23 公
分 .-- (文獻研究叢書. 圖書文獻學叢
刊) .-- ISBN 978-986-478-622-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學 2.CST: 古籍 3.CST: 中國
文化 032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博物館策展人工作指南 : 認識、管
理與展示物件 / 妮可拉.皮克寧
(Nicola Pickering)作 ; 高文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240 面; 21 公分 .-(Musée ; 13) .-- ISBN 978-626-7031-155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行政 2.CST: 博物館展
覽 3.CST: 博物館展示 069.1

普通論叢
歷史與文化論叢 / 錢穆作 .-- 初版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96 面; 21 公分 .-- (錢穆作品
精萃) .-- ISBN 978-957-14-7412-0 (精
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歷史與文化論叢 / 錢穆作 .-- 三版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96 面; 21 公分 .-- (錢穆作品
精萃) .-- ISBN 978-957-19-3315-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隨便想想 2.0 : 台灣應以其文化素養,
來引領人類往前走 / 林蒼生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04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34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哲學類
總論
哲學哪有這麼深奧 : 你不醜,只是對
方太美?結婚是因為你空虛寂寞覺得
冷?十六位哲學大師帶你將複雜的理
論化為逗趣的對談 / 劉帥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3 .-- 31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51-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哲學 2.CST: 通俗作品 100

統中華文化思想叢刊 ; A0100074) .-ISBN 978-986-496-614-1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中國哲學 2.CST: 本體論
120

做哲學 / 古秀鈴, 林斯諺, 洪子偉, 祖
旭華, 黃涵榆, 劉亞蘭, 蔡政宏, 蔡龍
九作 ; 古秀鈴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2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哲學 2.CST: 通俗作品 100

不在前不在後 : 讀經筆記 = Neither
before nor after / 吳櫻整理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讀冊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2 .-- 160 面; 21X19 公分 .-ISBN 978-626-95752-1-3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1

學術思想概論
中國學術流變 / 馮天瑜, 彭池, 鄧建華
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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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冊 .-- (中
華文化思想叢書. 傳統中華文化思想
叢 刊 ; A0100080) .-- ISBN 978-986496-623-3 ( 上 冊 : 平 裝 ) NT$760 .-ISBN 978-986-496-625-7 (下冊:平裝)
NT$920 .-- ISBN 978-986-496-626-4 (全
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文集 3.CST:
中國 112.07
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 / 桑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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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486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近現代中華文
化思想叢刊 ; A0102020) .-- ISBN 978986-496-607-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思想史
3.CST: 清代 112.7
將平凡的事做得不平凡 : 羅輯思維.
人文篇 / 羅振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0715 種)(我
思 ; 12) .-- ISBN 978-986-5596-74-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學 2.CST: 思維方法
3.CST: 通俗作品 119

中國哲學
道的生成與本體化 : 論古代中國的
本體思想 / 蔣重躍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昌明文化有限公司, 11102 .-- 478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傳

易經八字養生論命 / 朱殿成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益群書店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552 面; 21 公分 .-- (談
天機講座 ; 3) .-- ISBN 978-957-86329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生辰八字 3.CST:
養生 121.17
*易經研究 / 廖慶六著 .-- 第四版 .-臺北市 : 廖慶六, 11102 .-- 43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85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研究考訂 3.CST:
臺語 121.17
現代論語新解 / 張凱元著 .-- 初版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
叢書. 藝文采風) .-- ISBN 978-986-478618-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注釋 121.222
成之不已 : 孔子的成德之學 / 何益鑫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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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402 面; 23 公
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傳統中華
文化思想叢刊 ; A0100076) .-- ISBN
978-986-496-600-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論語 2.CST: 研究考訂
121.227
中國第一聖賢書 : 孔子 / 秦榆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
限公司, 11104 .-- 432 面; 23 公分 .-(古學今用 ; 152) .-- ISBN 978-986-392434-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周)孔丘 2.CST: 論語 3.CST:
學術思想 4.CST: 研究考訂 121.23
中國第一管理術 : 孟子 / 秦榆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
限公司, 11104 .-- 432 面; 23 公分 .-6

(古學今用 ; 153) .-- ISBN 978-986-392435-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周)孟軻 2.CST: 孟子 3.CST:
學術思想 4.CST: 研究考訂 121.26
孟學思想史論. 卷二 / 黃俊傑著 .-- 增
訂二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 11102 .-- 686 面; 23 公
分 .-- (孟子學研究叢刊 ; 5) .-- ISBN
978-626-7002-67-4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周)孟軻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21.26
莊老通辨 / 錢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168 (精裝) 普遍級
1.CST: 道家 121.3
莊老通辨 / 錢穆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331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道家 121.3
明公啟示錄 : 范明公解密<<道德經
>>. 3, 從帛書<<老子>>看順道而行的
成功學智慧 / 范明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3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6-09-7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道德經 2.CST: 注釋 121.311
定本老子校正 / 陳錫勇著 .-- 初版 .-臺北市 : 國家出版社, 11103 .-- 520 面;
21 公分 .-- (國家文史叢書 ; 164) .-ISBN 978-957-36-1599-6 ( 平 裝 )
NT$900 普遍級
1.CST: 老子 2.CST: 研究考訂
121.317
韓非子 / 韓非原著 ; 王先慎集解 ; 陳
麗桂導讀.題解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冊 .-- (經典名著文庫 ; 162-163) .-ISBN 978-626-317-689-8 (上冊:平裝)
NT$650 .-- ISBN 978-626-317-690-4 (下
冊: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韓非子 2.CST: 注釋 121.671
周敦頤 / 譚偉雄作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
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03 .-- 144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986-5493-38-7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1.CST: (宋)周敦頤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傳記 125.12
經今古文之爭與近代學術嬗變 / 張
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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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336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傳統中
華文化思想叢刊 ; A0100073) .-- ISBN
978-986-496-609-7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學術思想 2.CST: 清代哲學
3.CST: 近代史 127.7
晚清經世實學 / 馮天瑜, 黃長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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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450 面; 23 公分 .- (當代名家叢書. 馮天瑜選集 ;
A0503004) .-- ISBN 978-986-496-598-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實學 2.CST: 思想史 3.CST: 中
國哲學 4.CST: 近代哲學 128
諸子臺北學 / 周慶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40 面; 21 公分 .-- (後全球化
思潮 ; 7) .-- ISBN 978-626-95720-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現代哲學 128
戰前臺灣哲學諸相 : 實存的行旅 / 廖
欽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73-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哲學 2.CST: 臺灣 128
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 / 鄭匡
民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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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372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近現代
中華文 化思想 叢刊 ; A0102021) .-ISBN 978-986-496-604-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梁啟超 2.CST: 學術思想
128.2

東方哲學
物語與日本哲學 : 哲學的民俗學轉
向 / 張政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36-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日本哲學 131
瑜伽秘要 : 瑜伽經、哈達瑜伽明燈、
葛蘭達本集、希瓦本集合集 / 波檀
迦利(Maharsi Pantanjali), 史瓦特瑪拉
(Swatmarama Yogi)著 ; 楊台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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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520 面; 21 公
分 .-- (SKY 系列 ; 7) .-- ISBN 978-62695477-9-1 (精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瑜伽 137.84

西洋哲學
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也算是懶!跟著蘇
格拉底尋找自己的專屬幸福 / 劉燁,
王郁陽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1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87-8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古希臘
哲學 141.28
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 / 倪梁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6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43-0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1.CST: 胡塞爾(Husserl, Edmund, 18591938)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現象
學 147.71
榮格想與你談性格 : 原型、個性化、
人格面具,分析心理學始祖為你破解
「性格決定命運」的密碼 / 劉燁, 許
奕廷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89-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榮格(Jung, C. G.(Carl Gustav),
1875-1961)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性格 149.64

邏輯學
大邏輯 / 黑格爾(Hegel)著 ; 先剛譯.導
讀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冊 .-- (經典
名著文庫 ; 151-152) .-- ISBN 978-626317-628-7 ( 上 冊 : 平 裝 ) NT$600 .-7

ISBN 978-626-317-629-4 (下冊: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辯證邏輯 154

形上學；玄學
如何知道一切 : 問更好的問題,獲得
更棒的答案 / 艾爾柯.威斯(Elke Wiss)
著 ; 翁雅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Creative ; 175) .-- ISBN 978986-179-721-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知識論 2.CST: 思維方法
161
宇宙編年史 : 真理之書 = The cosmic
chronicles : the book of truth / 賢濟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4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12-7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宇宙論 163

心理學
心理學的 101 堂課 : 塑造人類世界的
101 個想法、概念和理論 / 阿德里安.
弗爾納姆(Adrian Furnham)著 ; 劉名揚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5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4-07-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心理學哪有這麼懸 : 經典理論、刺
激實驗、日常案例,十六位心理學大
師用最風趣的語言與你來場親密對
話 / 陳玉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49-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直覺陷阱 : 擺脫認知偏誤,擁有理性
又感性的 30 個超強心理素質 / 高登
第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60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問 ; 445) .-- ISBN
978-626-335-045-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心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170
圖解有趣的生活心理學 : 零概念也
能樂在其中!真正實用的心理學知識

/ 齊藤勇監修 ; 陳姵君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14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榮格的 30 個夢 : 空虛、自癒到圓滿 /
李孟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
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7235-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分析心理學 2.CST: 個案研究
170.181
無,生命的最佳狀態 : 用科學方法消
除痛苦與不安 / 鈴木祐作 ; 吳怡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
分 .-- (方智好讀 ; 151) .-- ISBN 978986-175-667-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2.CST: 生活指導
172.9
擺脫不安黑洞的 50 個情緒修補練習
/ 和田秀樹作 ; 伊之文譯 .-- 初版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16 面; 21 公分 .-- (Mind map ;
237) .-- ISBN 978-957-658-77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理衛生 2.CST: 生活指導
172.9
兒童諮商實務導論 : 兒童 EQ 教育與
社會技巧訓練 / 黃月霞著 .-- 二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42-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諮商
3.CST: 教育輔導 173.1
九十挺立,繼續舞向終點 : 從今天開
始,學習優雅美好地老去 / 樂茝軍(薇
薇夫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優生活 ; 27) .-- ISBN
978-626-95559-8-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老年 2.CST: 老年心理學
3.CST: 生活指導 173.5
發展心理學 / 陳易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02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923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發展心理學 173.6

共感人 365 天療癒處方 : 跟隨四季變
化,打造一整年的修護網,找回敏感族
自我茁壯的直覺力 / 茱迪斯.歐洛芙
(Judith Orloff)著 ; 許恬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392 面; 20 公分 .-- (smile ;
181) .-- ISBN 978-626-7118-17-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格特質 2.CST: 自我實現
173.7

過目不忘讀書法 : 不用抄寫、死背
硬記,透過圖像驅動閱讀法啟動沉浸
式學習,看一眼就忘不掉 / 池田義博
著 ; 李貞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04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經 ; 454) .-ISBN 978-986-398-749-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記憶 2.CST: 讀書法 3.CST: 學
習方法 176.3

脆弱的假自尊 : 為何再怎麼努力,內
心仍然空虛不安? / 全美暻著 ; 鄭筱
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97) .-- ISBN
978-986-507-767-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自尊 2.CST: 自我實現
173.75

孩子愛生氣、易分心,不是他的錯! :
透過 100 個小細節練習,培養孩子專
注力及情緒穩定 / 李靜, 王應美著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20 面; 21 公分 .-- (Orange
baby ; 13) .-- ISBN 978-626-95198-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注意力 2.CST: 成功法 3.CST:
親職教育 176.32

自卑情結 : 被冷落與溺愛的扭曲心
靈,讓阿德勒來拯救 / 劉燁, 謝蘭舟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3 .-- 26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7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精神分析學 175.7

告別金魚腦 : 頓悟法、觀察法、聯
想法、習慣法......一本書為你量身打
造超高效記憶術 / 何益和, 金嬌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3 .-- 222 面; 21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82-3 (平
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記憶 2.CST: 學習方法
176.33

淚水裡的陰影、腳印、茫然與恐佈 :
薩所羅蘭眼中的兒童青少年本尊與
分身 / 陳瑞君, 吳念儒, 王盈彬, 魏與
晟, 王明智, 陳建佑, 蔡榮裕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薩所羅蘭分析顧問有
限公司, 11104 .-- 176 面; 21 公分 .-((薩所羅蘭)精神分析的人間條件 ;
3) .-- ISBN 978-626-95788-0-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精神分析 2.CST: 兒童精神醫
學 3.CST: 青少年精神醫學 175.7
前世今生催眠祕笈 / 姜義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姜義堅, 11102 .-- 60 面;
15X2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201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催眠術 2.CST: 催眠療法
175.8
你聽過這個大角星故事嗎? : 與荷西
博士的跨次元相遇 / 張之愷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星球出版 : 大雁出
版基地發行, 11104 .-- 冊 .-- (The other ;
KE0023) .-- ISBN 978-986-06202-3-8
(上冊:平裝) NT$660 .-- ISBN 978-98606202-4-5 (下冊:平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超心理學 2.CST: 通靈術
3.CST: 靈修 175.9
8

全球菁英都想學!密涅瓦的思考習慣
訓練 / 李佳達, 劉劭穎, 黃禮宏著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第一本 ; 112) .-- ISBN 978-986-13736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思考 2.CST: 思維方法 3.CST:
決策管理 176.4
你要當刺蝟,還是狐狸? : 羅輯思維.
認知篇 / 羅振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0711 種)(我
思 ; 8) .-- ISBN 978-986-5596-70-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思考 2.CST: 思維方法 3.CST:
通俗作品 176.4
教室裡有一頭大象 : 思考、思考、
講道理 / 冀劍制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28
面; 21 公分 .-- (Think) .-- ISBN 978957-14-7408-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思考 2.CST: 邏輯 3.CST: 通俗
作品 176.4

學會亞馬遜貝佐斯的外星人思維法 :
快速輸出各種創意,給你源源不絕的
問 題 解 決 力 / 西 羅 . 布 凱 (Cyril
Bouquet), 尚 - 路 易 . 巴 梭 (Jean-Louis
Barsoux), 麥克.韋德(Michael Wade)著 ;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
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0-79-0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創意 2.CST: 創造性思考
3.CST: 成功法 176.4
最高快樂人生 / 詹姆斯.巴拉茲, 索夏
娜.亞歷山大作 ; 吳宗璘譯 .-- 初版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Better ;
28) .-- ISBN 978-957-741-501-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快樂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76.51
創造快樂大腦 : 重塑大腦快樂習慣提升血清素、多巴胺、催產素(愛情
荷爾蒙)、腦內啡 / 羅瑞塔.葛蕾吉亞
諾.布魯寧(Loretta Graziano Breuning)
作 ; 王美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閱
樂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280 面; 21 公分 .-- (生活系列 ; 1) .-ISBN 978-626-95824-0-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快樂 2.CST: 腦部 3.CST: 生活
指導 176.51
心理防衛 : 壓抑、投射、成癮......我
們用傷人傷己的方式保護自己嗎? /
洪培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25) .-- ISBN 978986-406-282-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情緒 2.CST: 防衛作用
176.52
精準選擇術 : 百位頂尖科學家實證,
運用心理學做出最佳抉擇,不再選錯
而懊悔 / 內藤誼人著 ; 駱香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格致文化出版 : 方言
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93-7-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決策管理
176.8
讓人什麼都告訴你!國際臥底專家教
你輕鬆取得他人信任,對你掏心掏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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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178-6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欺騙
176.8
成功的思考 : 很多事先天註定,那是
命;但你可以決定怎麼面對,那是運! /
林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
創社,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2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2.CST: 成功法
177
陪傷心的人聊聊 / 凱蒂. 可倫波斯
(Katie Colombus)著 ; 祁怡瑋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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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7085-18-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傾聽 2.CST: 人際傳播 177.1
順勢溝通 : 一句話說到心坎裡!不消
耗情緒,掌握優勢的 39 個對話練習 /
張忘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457-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溝通技巧
177.1
對立社會下的理性溝通 / 艾瑞卡.埃
特森(Erica etelson)著 ; 辛亞蓓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堡壘文化, 11103 .-- 304 面; 21
公分 .-- (亞當斯密 ; 14) .-- ISBN 978626-7092-13-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溝通技巧
3.CST: 政治文化 4.CST: 美國 177.1
120 公分的愛 / 陳攸華, 李文茹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3 .-- 240 面; 21 公
分 .-- (智慧書系列 ; 21) .-- ISBN 978626-95790-1-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職場成功法
177.2
人生很難,你不必再為難自己 : 15 個
單親媽媽超級英雄的動人故事 / 蘭
蔻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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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生顧問 ; 444) .-- ISBN
978-626-335-051-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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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成功法 2.CST: 人物志 3.CST:
單親家庭 177.2
心靈地圖. II, 探索成熟與自由之旅 /
史考特.派克(M. Scott Peck)著 ; 張定
綺譯 .-- 第六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04
面; 21 公分 .-- (心理勵志 ; BBP468) .- ISBN 978-986-525-499-5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177.2
以小勝大 : 弱者如何找到優勢,反敗
為 勝 ? / 麥爾坎. 葛 拉 威爾 (Malcolm
Gladwell)作 ; 李芳齡譯 .-- 三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麥
爾坎.葛拉威爾作品集 ; 11) .-- ISBN
978-626-335-126-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如果不行就逃跑吧 / 小池一夫著 ; 黃
筱涵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5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0-207-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成功法
177.2
成為溫美玉 / 溫美玉著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教育教
養 ; BEP071) .-- ISBN 978-986-525-502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自私的人最快樂 : 不再迎合他人,停
止受人擺佈的人際關係 / Tomy 作 ;
楊鈺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
版有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21 公
分 .-- (心靈叢書 ; 5) .-- ISBN 978-9865408-8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生活指導
3.CST: 自我實現 177.2
你不必對抗全世界,為自己撐把保護
傘就好 : 34 個保護自己的心理法則,
培養內在韌性,破除糾結小劇場 / 吳
秀香著 ; 李煥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大好時光 ; 55) .- ISBN 978-626-7089-37-8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177.2
你當然可以與自己相「癒」 / 林之
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
版社,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29-0-7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生活指導
177.2
決勝視角 : 紐約大學心理學家教你
活用一流人士的策略,既能跳脫盲點,
也能精準決策,達成目標事半功倍 /
艾蜜莉.芭絲苔(Emily Balcetis)著 ; 姚
怡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72 面;
23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83) .-- ISBN
978-986-507-775-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目標管理
177.2
沒有目標的那一年,我實現了理想生
活 : 感覺比思考更有力量!以「超前
感受」克服任何挑戰,創造夢想的生
活和事業 / 伊莉莎白.古爾德
(Elizabeth Gould)著 ; 謝明珊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04 .- 264 面; 21 公分 .-- (心裡話 ; 12) .-ISBN 978-626-95413-4-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成功法
177.2
那一夜我們說的祕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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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
書 ; 32) .-- ISBN 978-986-06449-8-2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靈修 177.2
刻意致富 : 從心態奠定到行動抉
擇,50 年經典教你賺出想要的人生! /
馬克斯.岡瑟(Max Gunther)著 ; 簡瑋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 化出版 事業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9-17-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財富 177.2
底層邏輯 / 劉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3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071-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活出真正的自己,就不再生病 / 梯谷
幸司作 ; 高宜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224 面; 21 公分 .-- (方智好讀 ; 150) .- ISBN 978-986-175-668-4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自我實現
177.2
看不見的更關鍵 : 如何打通工作與
生命的任督二脈 / 孔毅著 .-- 初版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3 .-- 352 面; 21 公分 .-(Talant 系列 ; 52) .-- ISBN 978-62695790-4-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職場成功法 177.2
致富科學 : 啟動豐盛願景、轉化創
造思維,讓千萬人成功脫貧的百年經
典 / 華勒斯.華特斯作 ; 蔡仲南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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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i 生活 ; 25) .-- ISBN 978626-95762-1-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財富 177.2
深度精力管理 : 33 個超實用技巧,把
精力用在刀口上,完成更多目標 / 李
夢媛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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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36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菁英選手生命故事 : 奧林匹克精神
巡迴講座菁英讀本. 2021 / 林騰蛟, 林
鴻道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奧林匹
克委員會, 教育部, 11102 .-- 1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50-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運動員 3.CST:
個案研究 177.2
請用正念疼惜自己 / 波諦帕卡撒
(Bodhipaksa)著 ; 吳緯疆譯 .-- 初版 .-新北市 : 開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20-3-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成功法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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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校心態 : 舉起手,伸開 5 指,跟自己
擊掌,做自己最強的啦啦隊!全球百萬
網友實證的轉念習慣 / 梅爾.羅賓斯
(Mel Robbins)著 ; 謝佳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心視
野系列 ; 96) .-- ISBN 978-986-507-74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177.2
顯化效應 : 每天都能做的「注意力
煉金術」,讓你心想事成 / 克麗絲.費
拉洛(Kris Ferraro)著 ; 心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34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9483-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因為溝通太複雜,所以需要談判心理
學 : 你的每一個動作或表情,在對手
眼中都有重大意義 / 李維編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3 .-- 28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50-2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談判 2.CST: 談判策略 177.4
啟動心靈的對話 / 岡田尊司著 ; 洪于
琇, 柯依芸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32 面; 21 公分 .-- (人生顧
問 ; 445) .-- ISBN 978-626-335-118-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心理諮商 2.CST: 溝通技巧
178.4
心靈地圖 : 追求愛和成長之路 / 史考
特.派克(M. Scott Peck)著 ; 張定綺譯 .- 第六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心理勵志 ; BBP467) .-- ISBN
978-986-525-497-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178.8
你不在,悲傷的我這樣生活 : 當心神
離線、情緒潰堤,幫你找回所有需要
的愛與寬容,守護生命中難以承受之
慟 / 梅根.德凡(Megan Devine)著 ; 夏
荷立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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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24 面; 23 公分 .-- (心
靈方舟 ; 37) .-- ISBN 978-626-7095-22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法 2.CST: 悲傷
178.8
焦點解決短期治療訓練手冊 /
Alasdair J. Macdonald 著 ; 許維素, 陳
宣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32 面; 23
公分 .-- (焦點解決系列 ; 22316) .-ISBN 978-986-0744-70-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2.CST: 心理諮商
178.8
與情緒工作 : 情緒聚焦治療 =
Working with emotion : the practice of
emotion focused therapy / 陳玉英, 格林
伯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
社, 11103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0-40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2.CST: 情緒 178.8
深層心理測驗讀心術 / 羅沅曼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輕
鬆生活館系列 ; 39) .-- ISBN 978-986411-159-6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心理測驗 179.1

美學
中國的美學問題 / 程勇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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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326 面; 23 公分 .-- (中華
文化思想叢書. 傳統中華文化思想叢
刊 ; A0100075) .-- ISBN 978-986-496622-6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美學 2.CST: 中國 180.92

倫理學
道德部落 : 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
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 / 約書亞.格
林(Joshua D. Greene)著 ; 高忠義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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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2 面; 21 公
分 .-- (Discourse ; 63) .-- ISBN 978-626318-193-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倫理學 190
像樹那樣生活 : 改變韓國十萬讀者,
從樹木身上學到 35 項堅毅的人生智
慧 / 禹鍾英著 ; 何汲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494-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樹木 2.CST: 人生哲學 191.9
練習療癒 : 受了傷,慢慢好就好 / 羽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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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7046-47-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什麼都不是的人最幸福 : 克里希那
穆提寫給一個年輕朋友的信 / 克里
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著 ; 林宏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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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183-0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心靈療法 192.1
宇宙就是你的靠山 : 超越恐懼選擇
愛,和宇宙力量同行 / 嘉柏麗.柏恩斯
坦(Gabrielle Bernstein)作 ; 林曉芳, 梅
西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花園
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宇宙花園 ; 27) .-- ISBN 978-98606742-1-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自我實現 192.1
自由 :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 奧修
(OSHO)作 ; Bhakti 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奧修靈性
智慧 ; 6) .-- ISBN 978-626-310-204-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我是「愛」我就是紫微「星」我奉
天命帶領「神的孩子們」回家 / 黃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4 .-- 96 面; 19 公分 .-ISBN 978-626-7105-55-9 ( 精 裝 )
NT$333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我們都是星族人. 1 / 王謹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3 .-- 384 面; 21 公
分 .-- (眾生 ; JP0193) .-- ISBN 978-62695738-6-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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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靈修

192.1

每天都要有快樂的時候 : 菜根譚教
我們的處世 SOP / 王溢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
方法 ; 209) .-- ISBN 978-626-95726-2-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要開悟讀這本書就夠了 / 江慶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江嘉祁, 11102 .-64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795-2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素學 : 素行原理概說 / 彭百顯著 .-- 第
一版 .-- 臺中市 : 素行生命能量協會
出版 ; 臺北市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發行, 11104 .-- 2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18-0-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靈修 192.1
從天天水逆到無往不利 : 改變命運、
召喚好事,每個人都能夠實現的幸運
吸引法則 / 植西聰作 ; 洪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6-15-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處理自己的否定句 / Ruowen Huang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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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072-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通靈術 192.1
開放的人生 / 王鼎鈞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6-0982-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煩惱斷捨離 : 思慮更澄淨的腦內垃
圾掃除法 / 苫米地英人作 ; 歐兆苓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
版社, 11104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765-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修身 192.1
談心性 .-- 初版 .-- 新北市 : 儒行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64 面; 21 公
分 .-- (人生寶典系列. 仙佛語錄) .--

ISBN 978-986-98436-2-1 (平裝) NT$4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佛教修持 192.1
談修道 .-- 初版 .-- 新北市 : 儒行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64 面; 21 公
分 .-- (人生寶典系列. 仙佛語錄) .-ISBN 978-986-98436-3-8 (平裝) NT$4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佛教修持 192.1
權衡 : 孫子兵法教你亂世中的生存
之道 / 胡川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706 種)(致
知 ; 6) .-- ISBN 978-986-5596-62-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92.1
說話教室 / 戴爾.卡耐基作 .-- 三版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2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口才 3.CST:
溝通技巧 192.32
魅力女人會說話 : 長得漂亮不如把
話說得漂亮 / 俞姿婷, 潘鴻生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3 .-- 27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52-6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說話藝術 2.CST: 人際傳播
3.CST: 溝通技巧 192.32
智慧書 / 巴爾塔沙.葛拉西安作 ; 文真
明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
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心學堂 ; 14) .-- ISBN 978-986392-437-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格言 192.8
管理格言 : 簡練文字 X 中肯說理 X
淺顯譬喻,幫助個人與組織擴大視野、
釐清思路並吸取教訓 / 鄧東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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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53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11-0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格言 2.CST: 管理科學 192.8
善書、經卷與文獻. 五 / 王見川, 李光
瑞, 侯沖, 程浩芯, 范麗珠, 范純武, 朱
明川, 馬力, 游子安, 柯若樸作 ; 馬力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2 .-- 205 面; 21 公

分 .-- (博揚人文系列 ; 100) .-- ISBN
978-986-5600-56-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勸善書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獻 192.91
天堂的證明 : 一位哈佛神經外科權
威醫生的瀕死體驗 / 伊本.亞歷山大
(Eben Alexander)著 ; 張瓅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第
一本 ; 112) .-- ISBN 978-986-137-363-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亞歷山大(Alexander, Eben.)
2.CST: 死亡 3.CST: 生死學 4.CST: 傳
記 197
企業倫理 : 倫理決策訂定與案例 / O.
C. Ferrell, John Fraedrich, Linda Ferrell
原著 ; 楊政學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 11103 .-- 4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406-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倫理 2.CST: 個案研究
198.49
企 業 倫 理 與 永 續 經 營 = Business
ethics / 林丙輝, 董澍琦, 楊聲勇, 王國
雄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4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549-3-5 (平裝)
NT$530 普遍級
1.CST: 商業倫理 198.49
中文書寫創襲傳統與學術倫理 / 江
寶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460-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學術研究 2.CST: 教育倫理學
198.5251

宗教類
總論
日本的森林哲學 : 宗教與文化 / 梅原
猛著 ; 徐雪蓉譯 .-- 二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1 公分 .-- (新世紀叢書 ; 232) .-ISBN 978-986-360-187-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宗教 2.CST: 文集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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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域外五臺山 / 冀培然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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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456 面; 23 公分 .-- (地域文化
研究叢書 ; A0200006) .-- ISBN 978986-496-612-7 (平裝) NT$64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中國文化 3.CST:
文化研究 220
緣起性空通往一切美好 : 放下執著、
人生沒煩惱的佛法 36 問 / 冀劍制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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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192-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問題集 220.22
佛教教育哲學新論 / 陳迺臣著 .-- 初
版 .-- 彰化市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出
版社, 11103 .-- 3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03-2-2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佛教教育 220.3
漢 傳 佛 教 與 人 類 未 來 = 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
釋淨耀, 洪啟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127-20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文集 220.7
四經合刊 : 金剛經.藥師經.普門品.阿
彌陀經(附大勢至菩薩圓通章) .-- 一
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
司, 11103 .-- 272 面; 11 公分 .-- (掌中
法寶系列) .-- ISBN 978-626-95814-4-3
(小 64K 精裝)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CST: 經集部 3.CST:
法華部 4.CST: 方等部 221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 徐醒民講 .-- 彰
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1103 .-冊 .-- ISBN 978-986-5527-69-3 (第 6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527-70-9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4
地藏本願經法藏釋義 / 寶雲居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侯劉昆蘭, 11103 .- 120 面; 30 公分 .-- (藥師山佛學叢書 ;
28) .-- ISBN 978-957-43-9872-0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6

地藏菩薩本願經 / (唐)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叉難陀譯 .-- 三版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11 公分 .-- (掌中法寶系列)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5461-9-0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6
地藏菩薩本願經 / (唐)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叉難陀譯 .-- 三版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40 面;
1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814-2-9 (50K 平裝) NT$110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6
佛說仁王護國經講義 / 開松老和尚
撰述 ; 常隨弟子彙編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冊 .-ISBN 978-626-95814-3-6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3
*無量義經說法品淺說 / 釋惟全編
著 .-- 臺東縣卑南鄉 : 釋惟全, 11103 .- 107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5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4
佛說彌勒上生下生經 / (劉宋)居士沮
渠京聲譯 ;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
業露華釋譯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8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94-224-1 (精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13
維摩詰所說經 /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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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6 面; 26 公分 .-- (佛經系
列 ; 37) .-- ISBN 978-626-95152-4-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21
入中論疏抉擇了義 / 絨敦釋迦獅子
著 ; 堪布洛桑滇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洛桑滇增, 11104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9891-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觀部 2.CST: 注釋 222.12
慈悲三昧水懺 .-- 二版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72 面;
1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814-0-5 (平裝) NT$110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224.4

慈悲三昧水懺 .-- 二版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72 面;
1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814-1-2 (50K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224.4
慈悲三昧水懺講記 / 會性長老講述 .- 修訂一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ISBN 978626-95461-8-3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224.4
懺悔的實證 : 依於<<梁皇寶懺>> / 胡
順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48-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224.4
中國佛教美術史 / 李玉珉作 .-- 增訂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2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9-331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藝術 2.CST: 歷史 3.CST:
中國 224.52
插畫版完全指南 : 日本的佛像與寺
院 / 日本的佛像與寺院研究會作 ;
Kawaguchi Nirako 繪 ; Lotus Sawako 文 ;
陳美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08-133-1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佛像 2.CST: 寺廟 3.CST: 旅遊
4.CST: 日本 224.6
增修初機學佛決疑 / 釋知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
基金會, 11102 .-- 348 面; 21 公分 .-(大乘叢書 ; A-197) .-- ISBN 978-62695526-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25
現代往生錄. 十一 / 雪心編輯室編
輯 .-- 臺 中 市 : 雪 心 文 教 基 金 會 ,
11102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279-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信仰錄 225.87
淨土晨鐘 / (清)周克復編述 .-- 1 版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488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226) .-- ISBN 978-986-0799-97-2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淨土宗 226.55
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學意義與開展 /
辜琮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
化,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13

978-957-598-949-1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1.CST: 禪宗 2.CST: 心靈改革 226.6
尋道的人 / 白雲老禪師著 .-- 初版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 11102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05-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弥赛亚之法 : 从「爱」开始 以「爱」
结束 / 大川隆法作 ; 幸福科学经典翻
译小组翻译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
幸福科學出版有限公司, 11102 .-- 304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彌賽亞之法:
從「愛」開始 以「愛」結束 .-- ISBN
978-626-95746-3-6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新興宗教 2.CST: 靈修 226.8
彌賽亞之法 : 從「愛」開始 以「愛」
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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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46-2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新興宗教 2.CST: 靈修 226.8
學箭悟禪錄 / 歐根.赫里格爾(EugenZawahiri Eagle)著 ; 余覺中譯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148 面; 21 公分 .-- (禪學
系列) .-- ISBN 978-626-317-630-0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修持 3.CST:
射箭 4.CST: 日本 226.86
斷念的練習 : 看清事情真相,學會適
時放下,人生更清爽。 / 名取芳彥著 ;
賴詩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
分 .-- (Think ; 234) .-- ISBN 978-6267123-12-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密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935
西藏佛學原論 / 呂澂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呂澂佛學 ; LU11101) .-ISBN 978-957-447-368-7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26.96
人生不是只有這輩子 : 認識前後世 /
圖滇悲桑格西作 ; 吳翠雯譯 .-- [臺北
市] : 圖滇悲桑格西工作室, 11103 .--

15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2859-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公分 .-- ISBN 978-986-81702-6-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聖經人物 2.CST: 女性 3.CST:
價值觀 241.099

利器之轮讲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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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36 面; 30
公分 .-- 正體題名:利器之輪講記 .-ISBN 978-626-95309-8-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路得記 : 從飢荒到豐盛 / 鄔瑞克
(Dean R. Ulrich)著 ; 黃馨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326-9-9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路得記 2.CST: 聖經研究
241.24

悲桑老師陪你生病、死亡、說再見 :
用佛法智慧,面對生死 / 圖滇悲桑格
西作 ; 吳翠雯譯 .-- [臺北市] : 圖滇悲
桑格西工作室, 11103 .-- 1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2859-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3.CST: 生死觀 226.965
不丹奔塘光明法洲 : 建寺紀錄-見者
得利 / 堪布謝祝尼瑪仁波切, Khenpo
Shedub Nyima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台中市龍欽佛學會, 11102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7089-2-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寺院 2.CST: 佛教史 3.CST: 藏
傳佛教 4.CST: 不丹 227.33753
中國佛教史 / 蔣維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48 面; 21 公分 .-- (大家講
堂) .-- ISBN 978-626-317-637-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佛教史 2.CST: 中國 228.2
真諦大師 : 漢傳唯識宗先驅 / 黃國清
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0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7-44-7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陳)釋真諦 2.CST: 佛教傳記
229.3354

基督教
使徒性婦女 : 神對神國女性的恢復
計畫 / 琳達.海得勒(Linda Heidler), 恰
克.皮爾斯(Chuck D. Pierce)合著 ; 李
素娓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和撒那
文化事業基金會, 11102 .-- 128 面; 23

細讀詩篇 / 盧俊義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信福出版社, 11104 .-- 冊 .-- ISBN
978-986-5762-82-7 ( 卷 2: 精 裝 )
NT$400 .-- ISBN 978-986-5762-83-4 (卷
4:精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詩篇 2.CST: 注釋 241.32
詩篇精華 = The essence of Psalms / 史
伯誠(Newman Sze)原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浸宣出版社, 11102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67-5-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詩篇 2.CST: 注釋 241.32
神解析!西洋名畫中的新約聖經故事
/ 杉全美帆子作 ; 李秦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16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新約 2.CST: 聖經故事 3.CST:
西洋畫 241.5
21 世紀新約背景主題辭典 / 艾文斯
(Craig A. Evans), 波特(Stanley E. Porter)
主編 ; 李望遠譯 ; 郭秀娟審校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校 園 書 房 出 版 社 ,
11105 .-- 冊 .-- ISBN 978-986-198-9310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新約 2.CST: 詞典 241.504
懇切教導的信 : 哥林多前書 / 陳殿晃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
分 .-- (研經叢書) .-- ISBN 978-98606644-6-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哥林多前書 2.CST: 注釋
241.721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 Beverly Roberts
Gaventa 著 ; 邱淑嬪, 陳南州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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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6
面; 24 公分 .-- (解經講道注釋叢書 ;
38) .-- ISBN 978-986-0721-31-7 (精裝)
普遍級
14

1.CST: 帖撒羅尼迦前書 2.CST: 帖撒
羅尼迦後書 3.CST: 注釋 241.77
大地與神共舞 : 神學與生態學對談 /
德莫特.連恩(Dermot A. Lane)著 ; 李純
娟 譯 .-- 臺 北 市 : 光 啟 文 化 事 業 ,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輔大神學
叢書 ; 151) .-- ISBN 978-957-546-973-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神學 3.CST: 生
態學 242
活出上主形象的喜樂 : in God's image
選文中譯 / 詹秀音編 .-- 臺中市 : 亞
洲婦女資源中心, 11103 .-- 2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49-0-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女性主義 3.CST:
基督教 4.CST: 亞洲 242
神、啟示、權威(精選本). 五, 神的屹
立與常在:第一部分 / 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著 ; 黃穎航, 蔡玉美譯 ; 戴
德理(G. Wright Doyle)編選 .-- 初版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104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92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 242
神、啟示、權威(精選本). 六, 神的屹
立與常在:第二部分 / 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著 ; 鄭超睿, 李永明, 應仁
祥譯 ; 戴德理(G. Wright Doyle)編選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93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 242
福爾摩沙信使 : 馬偕生命敘事的神
學素描 / 謝大立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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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512 面; 23 公
分 .-- (信徒神學叢書 ; 36) .-- ISBN
978-957-556-92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教牧學 242
耶穌是誰? = Who is Jesus? / 張宇樞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灣
爸爸愛家協會, 11103 .-- 28 面; 21 公
分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817-0-2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耶穌 2.CST: 基督 3.CST: 通俗
作品 242.1
如此我信 : 從使徒信經談基督信仰 /
周聯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周聯華牧師紀念基金會, 11103 .--

27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537-0-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基督教 3.CST: 信
仰 242.81
為禱告而生 : 傾聽救主祈禱 活出禱
告生命 / 馬克.瓊斯(Mark Jones)著 ; 高
阿丹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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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經義闡明叢書 ; 13) .-- ISBN 978-957556-93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耶穌(Jesus Christ) 2.CST: 實際
神學 3.CST: 祈禱 244.2
代禱的喜樂 : 40 天與主相遇的靈修
旅程 / 貝妮.強生(Beni Johnson)著 ; 張
珮幸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2 .-- 192 面; 21
公分 .-- (禱告叢書 ; EP084-1) .-- ISBN
978-957-9209-9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244.3
用聖經的話來禱告 / 曹益華, 曹力中
編 .-- 再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北
市基督教士林錫安堂, 11103 .-- 10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085-1-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3.CST: 聖
經 244.3
玫瑰經的奧蹟 / 斯德望.賓次(Stephen
J. Binz)著 ; 張越敏, 陳靜怡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聞道出版社, 11104 .-25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359-5-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祈禱 3.CST: 聖
經研究 244.3
2021 疫情下的深呼吸 / 郭明昌著 .-初版 .-- 宜蘭市 : 郭明昌, 11103 .-- 2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43-9887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生活指導
244.9
生命的講章 / 陳以熙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5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34-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聖
經研究 244.9
伊朗大復興 / Hormoz Shariat 原著 .-初版 .-- 臺北市 : 帶路國際商貿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16-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基督教與回教
3.CST: 伊朗 244.9
思考人生 = Thinking about life / 洪溫
柔著 .-- 臺南市 : 洪溫柔, 11103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77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人生哲學
244.9
「天地人」生態靈修研究 = A study
of ecological spirituality of heaven, earth,
and mankind / 黃貴雄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聞道出版社, 11103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59-6-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基督徒 3.CST:
生態學 4.CST: 靈修 244.93
心 思 的 戰 場 / 喬 伊 絲 . 邁 爾 (Joyce
Meyer)著 ; 林以舜, 黃慶苓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103 .-- 240 面; 21 公分 .-- (屬
靈爭戰叢書 ; EF016-1) .-- ISBN 978957-9209-9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我靈深處 / 法蘭西絲.羅博茲(Frances
J. Roberts)著 ; 吳蔓玲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0-407-2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依納爵式分辨之道 : 突破雜音重圍,
聽見天主的聲音 / 丹.伯克(Dan Burke)
著 ; 左婉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化
事業, 11103 .-- 192 面; 21 公分 .-- (靈
修 系 列 ; F0065) .-- ISBN 978-9866036-75-0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244.93
迎戰黑暗國度 / 葉光明(Derek Prince)
著 ; 柯美玲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3 .-- 128
面 ; 21 公 分 .-- ( 屬 靈 爭 戰 叢 書 ;
EF034) .-- ISBN 978-626-7136-00-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信仰良伴同心同行 : 新眼光讀經
2022 年 4-6 月 / 陳致均, 孔佑尹, 江明
恩, 夠尚.優耀, 陳信喆, 林熙皓, 陳柏
志, 陳豐明, 潘愛樺, 呂玉美, 馬國軒,
陳惠世, 吳富仁, 瑪亞.鄔茂, 石雅芳,
王芳舟, 王曉雯作 .-- 初版 .-- 臺南市 :
教會公報出版社出版 : 財團法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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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教會公報社發
行, 111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71-9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靈修 3.CST: 讀
經 244.93
烈燄之心 : 隨著神操律動祈禱 / 邁可.
哈特(Michael Harter)編 ; 張令憙譯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光 啟 文 化 事 業 ,
11103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546-971-9 (精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3.CST: 祈
禱 244.93
荒 漠 甘 泉 / 考 門 夫 人 (Charles E.
Cowman)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11103 .-- 57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550-845-6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將你的憂慮卸給主 / 甘堅信(Kenneth
E. Hagin)原著 .-- 一版 .-- 臺中市 : 瑞
瑪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8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06436-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憂
慮 244.93
靈修神學隨筆 / 劉錦昌著 .-- 初版 .-[臺南市] : 喜樂隱修院出版 : 臺南市
神樂社會教育關懷學會發行, 11103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764-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靈修 3.CST: 神
學 244.93
從監獄到讚美 / 莫林.凱勒斯(Merlin R.
Carothers)著 ; 廖愛華譯 .-- 三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3 .-- 136 面; 19 公分 .-- (傳記叢
書 ; EB008-1) .-- ISBN 978-626-71360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見證 244.95
生命的福音 /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
教團祕書處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11102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9594-4-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CST: 天主教 245.6
七重山 / 多瑪斯.牟敦(Thoman Merton)
著 ; 方光珞, 鄭至麗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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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512 面; 21 公分 .-- (Soul

系列 ; 36) .-- ISBN 978-626-95477-7-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牟敦(Merton, Thomas, 19151968) 2.CST: 天主教傳記 3.CST: 美
國 249.952

其他宗教
三寶心法之殊勝 釋義 / 鄭清榮講
述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44 面;
21 公分 .-- (光慧仙佛妙訓專題 ; 12) .- ISBN 978-986-5768-98-0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天命明師的印證 / 廖玉琬編著 .-- 再
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慧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128 面; 21 公
分 .-- (崇德法會專題叢書 ; 2) .-- ISBN
978-986-5768-97-3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從臺灣到世界 : 二十一世紀一貫道
的全球化 / 百可思, 林克宜, 林育生,
柯若樸, 畢遊塞, 楊弘任, 鍾雲鶯作 ;
畢遊塞(Sébastien Billioud), 楊弘任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
政大出版社, 11103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670-1-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天上王母娘娘消劫行化寶懺 .-- 初
版 .-- 臺南市 : 和裕出版社, 11103 .-64 面; 15 公分 .-- (道藏系列 ; Q0281)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942-39 (平裝) NT$3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勸善書
271.9
太上老君說月老仙師禳婚姻真經 .-初版 .-- 臺南市 : 和裕出版社, 11104 .- 64 面; 15 公分 .-- (道藏系列 ; Q0341)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942-46 (平裝) NT$4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大願弘傳 : 嘉邑九華山地藏庵精選
文物集 = Promote Buddhism / 蔡孟君
總編輯 .-- 嘉義市 : 財團法人九華山
地藏庵, 11103 .-- 17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4934-1-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物 4.CST: 嘉義市 272.097
開台佑民 : 安平媽 / 吳明勳作 .-- 初
版 .-- 臺 南 市 : 安 平 開 臺 天 后 宮 ,
11102 .-- 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2757-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媽祖 2.CST: 寺廟 3.CST: 民間
信仰 4.CST: 臺南市 272.71
真我三論 : 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
者 的 核 心 教 誨 / 拉 瑪 那 尊 者 (Sri
Ramana Maharshi)著 ; 蔡神鑫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紅桌文化, 左守創作有
限公司, 11103 .-- 140 面; 21 公分 .-(真我 ; 3) .-- ISBN 978-986-06804-6-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印度教 2.CST: 靈修 274

術數；迷信
快速學懂梅花易數 : 梅花易數新觀 /
廖嘉賓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知青
頻道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紅螞蟻圖
書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Easy quick ; 183) .-- ISBN 978986-488-225-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易占 292.1
月亮金星行運全書 : 家庭、情感與
金錢的命運時刻表 / 韓良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南瓜國際有限公司,
11103 .-- 250 面; 21 公分 .-- (韓良露生
命占星學院 ; 19) .-- ISBN 978-98699379-8-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占星解密 愛與性.事業與金錢.親情
與友情關係 : 深度剖析行星個性特
質 x 十二宮位終極密碼,從星盤中看
出你的宿命與解脫 / 簡恩.斯楚特斯
(Jane Struthers)作 ; 謝明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344-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全方位星座、血型、生肖職場人際
縱橫手冊 / 六分儀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讀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達人館系
列 ; 21) .-- ISBN 978-986-453-164-6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保生大帝藥籤再解 / 高國欽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知音出版社, 11104 .16

- 8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5019-3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藥籤 292.78
好命密碼. 樂透中獎篇 / 愛德華
Edward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成嘉文
化有限公司, 11103 .-- 1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67-7-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數字 292.9
溫蒂姐的愛情數字密碼 / 溫蒂姐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Good life ; 59) .-ISBN 978-626-7065-29-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數字 292.9
現代塔羅牌 : 結合人生的塔羅牌 / 小
嵐老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6
公分 .-- (占卜系列 ; 5) .-- ISBN 978986-411-160-2 (平裝) NT$369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八字奧秘三十天快譯通 / 於光泰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於光泰, 11103 .-5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66-9 (精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命書 2.CST: 生辰八字
293.12
八字精華一點訣 / 孫崇英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益群書店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28 面; 21 公分 .-- (命理
乾坤叢書 ; 75) .-- ISBN 978-957-86328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命書 2.CST: 生辰八字
293.12
增釋玉函枕秘圖訣 / 金偉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4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05-43-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堪輿 294
羅盤應用入門 : 快速看懂羅盤各層
的用途及操作方法 / 妙清居士作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25-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羅盤 2.CST: 堪輿 294
胡督魔法 : 北美民間魔法指南 / 胡督.
森.莫伊斯作 ; 張笑晨翻譯 .-- 初版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15-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95

風系魔法 / 艾絲翠.泰勒(Astrea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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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5-19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CST: 靈修 295

自然科學類
總論
後人類時代 : 探索宇宙,尋找文明的
蹤跡,我們是否還能再擁有一顆「藍
色彈珠」? / 盧昌海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85-4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0
科學素養練功房 : 科技變魔術 / <<未
來少年>>, <<未來兒童>>編輯群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5-519-0 (精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0
科學素養練功房 : 科學驚嘆號 / <<未
來少年>>, <<未來兒童>>編輯群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5-518-3 (精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0
(玩.做.學 STEAM 創客教室)自己做料
理廚房科學實驗 : 5 大主題 X50 款料
理,成為廚房裡的小小科學家 / 梅根.
奧莉薇亞.霍爾(Megan Olivia Hall)作 ;
穆允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35) .-- ISBN
978-986-507-747-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通俗作品
303.4
不可思議的科學實驗王. 2, 植物星球
/ 韓雨江, 李宏蕾主編 .-- 新北市 : 啟
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3 公分 .-- (小創客 ; 15) .-- ISBN 978986-06648-8-1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漫畫

303.4

全腦開發遊戲書 : 有趣的科學 /
Damara Strong, Helen Brown 作 ;
Georgie Fearns 繪 ;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7-683-6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通俗作品
3.CST: 益智遊戲 303.4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7.9

最棒的禮物 : 水的狀態 / 謝茹著 ; 宋
嬌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匯豐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3 .-- 21 面; 23X23 公
分 .-- (解開孩子的好奇心. 趣味物
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97384-2 (精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7.9

奇怪的湯勺 : 熱的傳遞 / 謝茹著 ; 宋
嬌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匯豐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3 .-- 21 面; 23X23 公
分 .-- (解開孩子的好奇心. 趣味物
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97386-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7.9

超能力科學百科 / 傑克.查隆納(Jack
Challoner), 凱特.戴伊(Kat Day), 希拉
蕊.蘭姆(Hilary Lamb), 喬治亞.密爾斯
(Georgia Mills), 碧亞.珀克斯(Bea Perks)
作 ; 周沛郁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34-78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阿呆去渡假 : 浮力 / 謝茹著 ; 宋嬌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匯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3 .-- 21 面; 23X23 公
分 .-- (解開孩子的好奇心. 趣味物
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97385-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7.9

超能金小弟. 5, DNA 追緝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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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52 面; 21 公分 .-- (魔法
學園) .-- ISBN 978-986-0761-37-5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阿呆的新床墊 : 彈性與彈力 / 謝茹著 ;
宋嬌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匯豐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1 面; 23X23
公分 .-- (解開孩子的好奇心. 趣味物
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97389-7 (精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7.9

隱形的妖怪 : 摩擦力 / 謝茹著 ; 宋嬌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匯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3 .-- 21 面; 23X23 公
分 .-- (解開孩子的好奇心. 趣味物
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97390-3 (精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7.9

哎呀,我的針! : 磁鐵 / 謝茹著 ; 宋嬌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匯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3 .-- 21 面; 23X23 公
分 .-- (解開孩子的好奇心. 趣味物
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97388-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7.9
是誰在搞鬼? : 重力 / 謝茹著 ; 宋嬌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匯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3 .-- 21 面; 23X23 公
分 .-- (解開孩子的好奇心. 趣味物
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97391-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繪本 307.9
最出色的男低音 : 聲音 / 謝茹著 ; 宋
嬌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匯豐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3 .-- 21 面; 23X23 公
分 .-- (解開孩子的好奇心. 趣味物
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497387-3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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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世界與數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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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80 面; 26
公分 .-- (數學真奇妙系列) .-- ISBN
978-986-526-189-4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四則運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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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80 面; 26 公
分 .-- (數學真奇妙系列) .-- ISBN 978986-526-188-7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奇妙的圖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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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80 面; 26
公分 .-- (數學真奇妙系列) .-- ISBN

978-986-526-185-6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科學素養練功房 : 想不到的數學 / <<
未來少年>>, <<未來兒童>>編輯群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5-5206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楓之谷數學神偷 / 宋道樹文 ; 徐正銀
圖 ; 劉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76 面;
25 公分 .--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
程) .-- ISBN 978-957-658-785-6 (第 20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漫畫 310
數量關係與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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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80 面; 26
公分 .-- (數學真奇妙系列) .-- ISBN
978-986-526-187-0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漫畫數學科普爆笑史 / 超模君, 郝志
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2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2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310.99
*三堂課學會微積分 : 教學手冊 / 周
鑑恒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海峽前鋒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212-3-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微積分 314.1
程式設計的應用 / 葉倍宏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工
程系, 11102 .-- 5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340-5-1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數值分析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8
顛覆賭場的智慧 : 天下第一騙局和
天下第一智障 / 博智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樹人出版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104 .-- 2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082-8-0 ( 平 裝 )
NT$630 普遍級
1.CST: 博奕論 319.2

模糊統計 : 使用 R 語言 / 吳柏林, 林
松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670-6 (平
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模糊理論 2.CST: 數理統計
3.CST: R(電腦程式語言) 319.4
超圖解資料科學 Data Science 數據處
理 : 入門中的入門,強化處理力&判
讀力 X 資料倫理 / 上藤一郎作 ; 王美
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192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329-15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理統計 2.CST: 通俗作品
319.5

電腦資訊科學
2023 超前部署 : 趨勢先端計算機概
論(全工科適用) / 吳燦銘, 胡昭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3-053-5 (平裝) NT$690 普
遍級
1.CST: 電腦 312
數位科技應用 / 施威銘, 吳文立, 旗立
資訊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2827 (上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位科技 312
輕鬆玩 Google 漫步在雲端 / 黃建庭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10-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網際網路 2.CST: 搜尋引擎
312.1653
ASP.NET Core 6 實戰守則 : 從入門到
精通跨平台開發工具 / 林正祥(ATai
Lin)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52 面; 23 公
分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 .-ISBN 978-626-333-039-9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全球資訊網
312.1695
圖解 Web 技術的機制 / 西村泰洋原
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4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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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12-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全球資訊網 2.CST: 網際網路
312.1695
Azure DevOs 顧問實戰 / 董大偉著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2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專案管理
312.2
Martin Fowler 的企業級軟體架構模
式 : 軟體重構教父傳授 51 個模式,活
用 設 計 思 考 與 架 構 決 策 / Martin
Fowler 著 ; 陳傳興, 張立顗譯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50-4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物件導向程式 312.2
Raspberry Pi 最佳入門與應用(Python)
/ 王玉樹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080-9 (平
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312.2
UML 物件導向武功祕笈 / 孫惠民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3 .-- 5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6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物件導向 2.CST: 軟體研發
312.2
超入門實作 Python R2 智能車 : 使用
Raspberry Pi 4B(iPOE R0+R2) / 陳致中,
李文昌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416-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2.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2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 下, 職場
C#進階應用技術 / 彭建文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5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C#程式設計從入門到專業. 上, 完全
剖析 C#技術實務 / 彭建文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5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Python 程式設計 : 從入門到進階應用
/ 黃建庭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087-8 (平
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網頁框架超集合 : 在 Django、
Tornado、Flask、Twisted 全面應用 /
劉長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92-8 (平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網頁設計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312.32P97
一行指令學 Python : 用 Pandas 掌握商
務大數據分析 / 徐聖訓著 .-- 二版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09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超簡單!Python 與 Excel 整合應用 150
技 / 李杰臣原著 ; H&C 譯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0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32P97
跟阿志哥學 Python / 蔡明志編著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00-4 (平裝附光碟片) 普
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輕鬆玩 Python 程式設計 / 黃建庭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099-1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Access 資料庫管理設計寶典 / 林國榮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3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0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ACCESS(電腦程式) 2.CST: 關
聯式資料庫 3.CST: 資料庫管理系統
312.49A42

Excel 公司財務管理高手 / 林佳生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3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6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2.CST: 財
務管理 312.49E9

UniGraphics NX 經典範例設計寶典 /
葉建勳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
化, 11103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0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Unigraphic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輔助設計 312.49U5

EXCEL 彙總與參照函數精解 / 周勝
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3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0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Word 實務應用武功祕笈 / 林國榮
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3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6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WORD(電腦程式)
312.49W53

超實用!公務員 EXCEL 省時秘技 108
招 : 減少工作量增強執行力
(2016/2019/2021 適用) / 張雯燕著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51-1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精準駕馭 Word!論文寫作絕非難事 /
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52-8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WORD(電腦程式) 2.CST: 論
文寫作法 312.49W53

跟 我 學 Office 2021( 適 用 Office
2021/2019/2016) / 劉緻儀, 江高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4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2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OFFICE 2021(電腦程式)
312.49O4
SolidWorks 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武功祕笈. 進階篇 / 林志鎰作 .-- 新北
市 : 易習圖書, 11103 .-- 3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80-16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CST: 考試指南
312.49S678
SolidWorks 業界實戰以電腦輔助立
體製圖丙級為例. 進階篇 / 林志鎰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3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15-50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CST: 考試指南
312.49S678
快速學會 SolidWorks 丙級電腦輔助
立體製圖. 進階篇 / 林志鎰作 .-- 新北
市 : 知果文化, 11103 .-- 36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626-95223-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CST: 考試指南
312.49S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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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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11-4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312.5
嵌入式系統 : myRIO 程式設計 / 陳瓊
興, 楊家穎, 高紹恩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08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Windows11 制霸攻略 : 用圖解帶你速
讀微軟最新功能 / 吳燦銘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57-3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WINDOWS(電腦程式) 2.CST:
作業系統 312.53
三井住友海上的現役數位戰略科學
家教你 : 沒有數字腦,一樣輕鬆解析
數據 / 木田浩理, 伊藤豪, 高階勇人,
山田紘史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
文化,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61-5-9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商業資料處理 2.CST: 資料探
勘 312.74
從 OS 等級探究 : Redis 運作原理程式
逐行講解 / 梁國斌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90-4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資料庫管理系統 2.CST: 關聯
式資料庫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312.74
身分識別之書 : 身分識別機制運作
之 原 理 原 則 = The book of
identification / 連子清, 杜宏毅合著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網路認證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4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761-1-0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電子簽章 312.76
matplotlib 2D 到 3D 資料視覺化王者
歸來 / 洪錦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959 (平裝) NT$790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圖表 312.8
Maya 電腦動畫建模高手 / elearningDJ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3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66-5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
級
1.CST: MAYA(電腦程式) 2.CST: 電
腦動畫 312.8
*元宇宙大未來 : 數位經濟學家帶你
看懂 6 大趨勢,布局關鍵黃金 10 年 /
于佳寧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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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35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電子商務
3.CST: 產業發展 312.8
剪映 : 剪出新視野 / 沈文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4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93-5 (平裝) NT$690 普
遍級
1.CST: 多媒體 2.CST: 數位影像處理
312.8
人工智能與國家治理 / [人工智能與
國家治理]編寫組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時代, 11103 .-- 210 面; 23 公分 .- (科技館 ; EST018) .-- ISBN 978-62695265-8-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2.CST: 行政管理
3.CST: 中國大陸研究 312.83
打好 AI 的基礎 : 一探機器學習底層
數學運作 / 雷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881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312.831
深度學習 : 邁向元宇宙之路 / 葫蘆娃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91-1 ( 平 裝 )
NT$880 普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演算法
312.831
全 中 文自 然語 言處 理 : Pre-Trained
Model 方法最新實戰 / 車萬翔, 萬江,
崔一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94-2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自然語言處理 2.CST: 人工智
慧 312.835
淺 顯 易 懂 ! 快 速 打 造
Photoshop+Illustrator 紮實根基 / 鄭苑
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2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036-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數位影像處理 2.CST:
Illustrator(電腦程式) 312.837

天文學
火星 : 地球的好鄰居 / 史塔奇.麥卡諾
提(Stacy McAnulty)作 ; 史蒂芬.路易
斯(Stevie Lewis)繪 ; 戴至中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1103 .-- 40
面 ;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643-6-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火星 2.CST: 繪本 323.33
太空奧祕大圖解 / 陳豫弘總編輯 .-再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272 面; 29 公分 .-- (知識
大 圖 解 ) .-- ISBN 978-986-441-643-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太空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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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50 則非知不可的物理學概念 / Joanne
Baker 著 ; 李明芝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38-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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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物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330
這樣學就懂了!從測量到力的變化的
物理大發現 / 楊薏真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心文創, 11104 .-- 168 面;
20X21 公分 .-- (知識館 ; K019) .-ISBN 978-986-06862-7-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物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330
量子科技革命 : Q 世代的未來 / 張慶
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訊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812-93-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量子力學 331.3
3 小時讀通牛頓力學 / 小峯龍男作 ;
龔恬永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
版有限公司, 11104 .-- 192 面; 21 公
分 .-- (科學視界 ; 258) .-- ISBN 978986-5408-85-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力學 332
未知的行星 / 曹永先, 韓晶旭作 ; 李
永鎬繪 ; 簡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4 .-- 152 面; 25 公
分 .-- (電子英雄傳 ; 3) .-- ISBN 978986-5588-7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學 2.CST: 漫畫 337.9

化學
大學普通化學實驗 /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編著 .-- 第十五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11102 .-- 2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2-76-6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化學實驗 347.2

地質學
解溪之旅. 化石篇 : 大甲溪的生態環
境 =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Dajia river / 楊小萱, 劉瑩敏, 胡采玫圖
文創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弘光科技
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 11103 .-- 3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9499-33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動物化石 2.CST: 繪本 3.CST:
大甲溪 359.5

三角龍晃來晃去的一天 / 竹下文子
文 ; 鈴木守圖 ; 陳采瑛譯 .-- 初版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32 面; 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57-32-9486-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化石 2.CST: 繪本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359.574

生物學
達克比辦案. 11, 荒漠救命蛙 : 沙漠生
態系與動物的適應 / 胡妙芬文 ; 柯智
元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05-197-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2.CST: 漫畫 360
水中最強王圖鑑 / G.Masukawa 監修 ;
なんばきび繪圖 ; 許郁文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14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243-806-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水文生物學 2.CST: 通俗作品
366.9
大腳ㄚ 小紅冠 / 蔡昇倫繪 ; 謝國發文
字 ; 楊政穎, 劉曜寬, 黃冠慈, 葉思妤,
謝玟蒨文字改編 .-- 臺北市 : 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11103 .-3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87941-7-7 (精裝) 普遍級
1.CST: 生態教育 2.CST: 環境教育
367
天然災害紀實. 2021 = Natural disaster
yearbook / 張志新, 于宜強, 王俞婷, 朱
容練, 朱崇銳, 何瑞益, 呂喬茵, 李士
強, 李宗融, 李香潔, 林又青, 林媺瑛,
林聖琪, 施虹如, 柯孝勳, 柯明淳, 許
秋玲, 郭文達, 陳偉柏, 傅鏸漩, 黃柏
誠, 黃紹欽, 楊清淵, 粱庭語, 葉森海,
廖楷民, 蔡佳穎, 簡頌愔, 魏曉萍作 ;
張志新, 何瑞益主編 .-- 新北市 : 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1103 .-- 9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6-3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然災害 367.28
細菌群像 : 50 種微小、頑強、樣貌
變化萬千的奇特生物 / 魯德格.維斯
(Ludger Weß)作 ; 法克.諾德曼(Falk
Nordmann)繪 ; 劉于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207-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細菌 369.4
免疫學 / 王政光, 李英中, 李慶孝, 洪
小芳, 陳佳禧, 張芸潔, 楊舒如, 蕭欣
杰, 賴志河, 張章裕編著 .-- 第六版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18-7 (平裝) NT$660 普
遍級
1.CST: 免疫學 369.85

植物學
我們的玉山 / 陳玉峯作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3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195-3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植物 2.CST: 自然史 3.CST: 玉
山國家公園 375.233

動物學
解溪之旅. 動物篇 : 大甲溪的生態環
境 =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Dajia river / 楊小萱, 劉瑩敏, 胡采玫圖
文創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弘光科技
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 11103 .-- 3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9499-34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野生動物 2.CST: 繪本 3.CST:
大甲溪 385.33
昆蟲島 / 香川照之作 ; 張東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44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57-658-780-1 (第 3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昆蟲 2.CST: 繪本 387.7
昆蟲觀察入門 / 張永仁撰文.生態攝
影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32-9485-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昆蟲 2.CST: 動物圖鑑 3.CST:
臺灣 387.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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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的故事 : 溪湖高中鳥類全紀錄 / 陳
政芳等作 .-- 彰化縣溪湖鎮 : 國立溪
湖高級中學, 11102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1-45-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鳥類 2.CST: 動物圖鑑 3.CST:
通俗作品 388.8
哺乳動物媽媽的乳房 : 動物比較圖
鑑 / 高岡昌江文 ; 秋草愛插畫 ; 張東
君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76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515-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哺乳動物 2.CST: 母乳哺育
3.CST: 動物圖鑑 389.025

人類學
生物化學寶典 / 戴國峯編著 .-- 初
版 .-- 花蓮市 : 戴國峯, 11104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823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生物化學 399
駕馭賀爾蒙,妳會有不一樣的人生! /
蘇珊.艾瑟-蓓爾克(Suzann KirschnerBrouns), 蘇 珊 . 姬 爾 熹 娜 - 卜 勞 恩 絲
(Susanne Esche-Belke)著 ; 黃鎮斌譯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3 .-- 416 面;
21 公分 .-- (Dr.Me 健康系列 ; 173) .-ISBN 978-626-95742-6-1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激素 2.CST: 婦女健康
399.54

應用科學類
總論
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遴選、培訓及後
續 就 業 之 研 究 = The study of
worldskills competitor in slection,
training and following-up employment /
楊裕如, 鄭慶民研究主持 .-- 1 版 .-- 新
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11105 .-- 297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7125-13-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技能學習 2.CST: 學科競賽
3.CST: 教育訓練 4.CST: 就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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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
給教師的實用教學技巧 / Ronald M
Harden, Jennifer M Laidlaw 作 ; 羅億禎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唯爾
有限公司, 11103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3-14-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醫學教育 2.CST: 教學法
410.3
怪誕醫學 : 一段「吃飯不要看」的
獵奇黑歷史! / 賈斯汀.麥洛伊(Justin
McElroy), 席 妮 . 麥 洛 伊 (Sydnee
McElro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裝
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皇冠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304 面; 23
公分 .-- (Fun ; 2) .-- ISBN 978-62695638-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醫學史 2.CST: 通俗作品
410.9

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SMART LIVING
養身健康觀 ; 121) .-- ISBN 978-9865665-90-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瑜伽 411.15
走出困難的冥想習慣 : 化困難為機
會的七種方法,走向人生新階段 / 加
藤史子著 ; 蔡麗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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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92
面; 23 公分 .-- (健康養生區 Healthy
Living ; 18) .-- ISBN 978-626-7046-49-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超覺靜坐 2.CST: 生活指導
411.15
腦霧 : 腦退化自救、預防失智,腦科
醫師教你大腦重置,提升專注、記憶、
思考三大腦原力 / 鄭淳予作 .-- 增訂
一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288 面; 21 公分 .-- (三
采健康館 ; 157) .-- ISBN 978-957-658784-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健腦法 2.CST: 健康法
411.19

法國現代解剖教室的誕生(1750-1842)
/ 陳樂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稻鄉
出版社,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95793-0-3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1.CST: 醫學教育 2.CST: 醫學史
3.CST: 法國 410.942

肽奇蹟 = Peptide miracle / 葉明功, 王
少丰, 黃丞隆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一家親出版有限公司, 11102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61-4-3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食品 2.CST: 食品科學
3.CST: 胜肽 411.3

重啟自體免疫力 : 運用體操、呼吸
法,克服傳染病、過敏症 / 井本邦昭
作 ; 龔亭芬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14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0405-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免疫力 2.CST: 健康法 411.1

史上最完整家庭全肉品營養圖鑑 /
張陳榮, 蔡佳恩作 .-- 新北市 : 和平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347-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肉類食物 2.CST: 營養 3.CST:
健康飲食 411.3

誇大不實的醫療迷思 : 醫師教您如
何分辨虛與實 / 妮娜.夏皮羅(Nina
Shapiro), 克 莉 絲 汀 . 羅 伯 格 (Kristin
Loberg)著 ; 張嘉倫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368 面; 21 公分 .-- (健
康生活 ; 197) .-- ISBN 978-986-525514-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醫學 2.CST: 保健常識 3.CST:
健康法 411.1

史上最震撼的飲食大真相 : 吃對食
物,身體就好!橫跨 5 大洲、歷 20 年
研究的最佳實證 / 偉斯頓.A.普萊斯
(Weston A. Price)著 ; 張家瑞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3 .-- 368 面; 23 公分 .-- (健康
smile ; 83) .-- ISBN 978-986-5496-72-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營養 2.CST: 健康飲食 411.3

全圖解 176 式!練正確的肌群.不受傷
學瑜伽 / 今津貴美著 ; 林睿琪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養沛文化館出版 : 雅

正當冰淇淋 : 怪酥酥與味覺教材專
賣店的故事 / 李孟龍(怪酥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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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Care ; 66) .-- ISBN 978-626-335132-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食品衛生 2.CST: 健康飲食
3.CST: 食品添加物 411.3
飯水分離陰陽飲食法 / 李祥文著 ; 張
琪惠譯 .-- 增訂三版 .-- 臺北市 : 八正
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4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608-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食療 411.3
營養學概論 : 美容與健康 / 汪曉琪,
宋威徹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6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28-094-6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營養學 2.CST: 美容 411.3
關鍵食.材 : 烹調隨意,得病容易!從來
就沒有垃圾食物,只有不當的處理過
程 / 方儀薇, 馬福亭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7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53-3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食品衛生 2.CST: 健康飲食
411.3
(徒手健身)肌群訓練解剖全書 : 150
種訓練項目及解剖運動機能分析;無
需專業器材,居家健身零風險,隨時隨
地都能練! / 吉列爾莫.塞哈斯.阿爾比
爾(Guillermo Seijas Albir)著 ; 吳欣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
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80-80-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3.CST: 肌肉 411.711
肌力訓練課程設計 / 馬克.銳普托作 ;
王啟安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
坊文化出版社, 11104 .-- 229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377-764-9 (平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3.CST: 肌肉 411.711
關節回正鬆筋奇蹟伸展操 : 簡單 5 分
鐘,正確拉開緊繃關節;鍛鍊全身肌力,
不辛苦又能持續,校正重回健康人體
/ 佐伯武士著 ; 童唯綺譯 .-- 初版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03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0-78-3 (平裝) NT$290 普
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健康
411.711
音樂家的肢體開發 / Barbara Conable
著 ; 劉美珠, 林大豐譯 .-- 二版 .-- 桃
園市 : 原笙國際有限公司, 11102 .-110 面; 24 公分 .-- (亞歷山大技巧系
列. 音樂系列) .-- ISBN 978-626-952271-2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姿勢 2.CST: 演奏 411.75
不懂睡眠就失眠 : 睡太多或睡太少,
你都正在謀殺自己 / 林慶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
分 .-- (身體文化 ; 72) .-- ISBN 978-626335-139-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睡眠 2.CST: 健康法 411.77
優生保健概論 / 陳慧玲, 鄧燕妮, 吳錦
明, 陳惠芳, 陳盈利, 陳淑姬, 楊慶華,
何婉喬, 賈璟祺合著 .-- 四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4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857-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優生保健 2.CST: 基因病變
411.91
放棄減肥,我瘦了 30 公斤 / 陸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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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37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減重 411.94
食品技師考試精要. 五, 食品衛生安
全與法規 / 劉建功著 .-- 二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3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862-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食品衛生 2.CST: 食品衛生法
規 412.25
化粧品安全性與有效性評估 / 林恩
仕, 謝珮文, 廖平喜, 孫于芸, 陳睿能,
仇敏, 林盈谷, 李佳晉, 陳崇裕, 王漢
傑合著 .-- 六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860-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化粧品檢驗 412.36
穿越疫役 : 台北林口長庚 COVID-19
防疫回顧 =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 lessons learned and outlook for the
future / 邱政洵總編輯 .-- 初版 .-- [桃
園市] :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
紀念醫院, 11103 .-- 240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92217-1-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2.CST: 傳
染性疾病防制 3.CST: 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 4.CST: 傳染性疾病護理
412.471

*內經專題. 卷五, 輸穴學 / 莊宏達
著 .-- 初 版 .-- 臺 中 市 : 莊 宏 達 ,
11102 .-- 35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43-9811-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內經 2.CST: 研究考訂 3.CST:
中國醫學 413.11

您未曾看見的幕後英雄 : 守護市民
的無名關鍵角色 / 新北心警編撰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102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5-01-3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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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412.471

東方的一道光 :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中西合療之路 /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中醫部主述.企畫 ; 吳立萍撰文 .-- 初
版 .-- 臺北市 :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
金會, 11103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257-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西醫整合 413.2

我國夜間工作者潛在風險疾病之流
行 病 學 研 究 初 探 =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potential risk diseases among
night workers in Taiwan / 洪敬宜, 邱弘
毅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
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2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02-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我國勞工人體計測調查研究. 1 =
Investigation of labor anthropometry
database in Taiwan 1 / 杜珮君, 李永輝
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 17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16-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412.53
初學中醫藥的 18 堂課 / 林國華作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
司, 11103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6-03-1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1.CST: 中醫 2.CST: 中藥 413
揭開千年漢醫與現代科技微觀之秘 :
再造英雄 / 宋和乾, 蔡禮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菩提出版有限公司,
11102 .-- 334 面; 21 公分 .-- (中國醫學
系列 ; 4) .-- ISBN 978-957-9603-43-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經絡 413
醫者意也 : 認識中國傳統醫學 / 廖育
群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304 面; 21 公
分 .-- (養生方技叢書) .-- ISBN 978957-19-331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醫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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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仲景穿越千年的傷寒卒病論 :
靜心回首 / 宋和乾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菩提出版有限公司, 1110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603-42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張仲景 2.CST: 傷寒論 3.CST:
中醫典籍 413.32
董氏奇穴臨床治療精華 / 楊朝義, 楊
雅冰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255 面; 21 公
分 .-- (中醫保健站 ; 107) .-- ISBN 978986-346-363-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針灸 2.CST: 經穴 413.91
經絡穴位拍打大全 / 張必萌, 王有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3 公
分 .-- (Health+ ; 181) .-- ISBN 978-62695156-9-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按摩 2.CST: 經穴 413.92
氣的原理 : 人體能量學的奧祕 / 湛若
水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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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186-1 (精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氣功 413.94
打開千年漢醫人身密碼之鑰 : 陶砭
英雄 / 宋和乾, 梁雅婷著 .-- 初版 .-新北市 : 菩提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中國醫學系列 ;
5) .-- ISBN 978-957-9603-44-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醫治療學 2.CST: 經絡
413.99
噢!中草葯 / 徐建明內文寫作 ; 孫文
新繪圖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102 .-- 48 面; 25X25 公

分 .-- (小樹苗系列 ; 3) .-- ISBN 978626-7134-00-9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中草藥 2.CST: 藥用植物
3.CST: 繪本 414.3
新護理師寶典. 十, 病理學 / 林靖蓉,
高久理, 劉棋銘編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永大書局有限公司, 11103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78-7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病理學 415.1
麻 州 總 醫 院 內 科 手 冊 / Marc S.
Sabatine 原著 ; 鄭昌錡, 張克威, 李珩,
莊覲瑄, 廖述寬, 董鴻甯譯 .-- 七版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4 .-5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6845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內科 2.CST: 臨床醫學 3.CST:
手冊 415.2026
我有能力知道真相嗎? / 楊治國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
團法人 慈濟傳 播人 文志業 基金會 ,
11102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7-45-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診斷學 415.21
病毒圈 : 從 COVID-19、流感到愛滋
與伊波拉,全面認識在我們身邊的病
毒 / 法蘭克.萊恩(Frank Ryan)著 ; 范明
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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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52 面;
21 公分 .-- (貓頭鷹書房 ; 276) .-- ISBN
978-986-262-538-5 (平裝) NT$510 普
遍級
1.CST: 病毒性感染疾病 2.CST: 濾過
性病毒 3.CST: 通俗作品 415.23
沒來由的病痛,胃都知道答案 : 腹中
出現巨石、沒感冒卻咳嗽不斷,胃發
出的警訊,你注意到了多少? / 丁彬彬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3 .-- 21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83-0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消化系統疾病 2.CST: 胃腸疾
病 3.CST: 保健常識 415.5
吞嚥困難安心照護飲食全書 : 輕鬆
學會 IDDSI 好嚼好吞食物製備技巧&
分級食譜示範,兼顧營養與美味 / 王
亭貴, 蕭名彥, 張綺芬, 林郁芳, 姜智
礬, 柳宗文, 陳珮蓉, 陳慧君, 郭雅婷,
游雅婷, 辜郁晴, 葉宜玲, 鄭千惠, 黎
佩軒合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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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mily 健
康飲食 ; 50) .-- ISBN 978-626-95742-3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吞嚥困難 2.CST: 健康照護
3.CST: 食譜 415.51
闖入癌症世界的陌生人 / 保羅.史托
勒著 ; 枝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
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55-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史托勒(Stoller, Paul) 2.CST: 淋
巴疾病 3.CST: 淋巴瘤 4.CST: 巫術
5.CST: 傳記 415.642
50 道你一定要知道的常見糖尿病問
題 : 做對這些事,糖尿病好控制 / 游能
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
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04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7-10-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糖尿病 2.CST: 保健常識
415.668
喪屍腦科學 : 從神經科學來解答,喪
屍的腦袋怎麼了? / 提莫西.威斯坦恩
(Timothy Verstynen), 布萊德利.沃特克
(Bradley Voytek)作 ; 鍾沛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9462-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神經學 2.CST: 腦部 415.9
創造一個心理病態 / 馬克.佛里史東
(Mark Freestone)著 ; 林金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598-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精神病學 2.CST: 心理病態人
格 3.CST: 反社會人格 4.CST: 個案研
究 415.95
憂鬱講師的幸福課 : 體驗心流,找回
快樂 / 王明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心靈拓展
系列 ; D218) .-- ISBN 978-957-693-965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憂鬱症 2.CST: 心理治療
3.CST: 通俗作品 41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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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常 用 椎 根 釘 圖 鑑 = Common
pedicle screw systems in Taiwan / 陳冠
融, 張明超作 .-- 臺北市 : 力大圖書有
限公司, 11103 .-- 57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7364-97-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外科器械 2.CST: 脊椎病
416.32
骨科物理治療學. 下冊 = Orthopedic
physical therapy / 丁于旻, 朱彥穎, 李
瑋君, 林居正, 林燕慧, 邱創圓, 唐詠
雯, 柴惠敏, 曹昭懿, 陳文玲, 陳昭瑩,
陳月霞, 陳怡靜, 楊柏毅作 ; 徐阿田,
王子娟主編 .-- 四版 .-- 臺北市 : 禾楓
書局有限公司, 11102 .-- 5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672-4-9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骨科 2.CST: 骨骼肌肉系統疾
病 3.CST: 物理治療 416.6
骨科物理治療學. 上冊 = Orthopedic
physical therapy / 王子娟, 何兆邦, 林
燕慧, 徐阿田, 柴惠敏, 曹昭懿, 詹美
華, 陳譽仁, 陳翰裕, 趙遠宏, 蘇錦勤
作 .-- 四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有限
公司, 11102 .-- 5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672-3-2 (平裝) NT$750 普
遍級
1.CST: 骨科 2.CST: 骨骼肌肉系統疾
病 3.CST: 物理治療 416.6
幸福靠「背」 : 減輕背部疼痛,提升
穩定度、活動度的背部運動 / Brian
Richey 作 ; 林貴福, 蔡奇儒, 陳映竹,
張正琪, 萬明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有限公司, 11103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672-6-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背痛 2.CST: 運動療法
416.616
神奇視力回復迷宮 : 一天一次!讓孩
子的視力越來越好 / 若櫻木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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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7-22-0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眼科 2.CST: 視力保健
416.773
幼幼牙助的矯正筆記 / 牙醫助理崩
壞版作 .-- [臺北市] : 牙醫助理崩壞版,
11103 .-- 14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35-3-7 (精裝) 普遍級

1.CST: 齒顎矯正 2.CST: 牙科 3.CST:
臨床助理 416.97
子宮肌瘤自己治 : 七種保健方法,擺
脫惱人的子宮問題 / 駒形依子作 ; 張
維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
有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生活健康 ; B498) .-- ISBN 978-9865408-87-9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子宮肌瘤 2.CST: 子宮疾病
3.CST: 健康法 417.28151
職能治療師考試秘笈. 5, 小兒職能治
療學 / 蔡鴻儒, 林鋐宇合著 .-- 三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4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858-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小兒科 2.CST: 職能治療
417.51
急診小兒基礎暨高級急救術 EPBAR
訓練教材. 2022 = Emergency paediatric
basic & advanced resuscitation / 廖訓禎
主編 .-- 第 3 版 .-- 桃園市 : 台灣緊急
醫療救護訓練協會, 11102 .-- 10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541-4-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小兒急重症醫療 2.CST: 急診
醫學 3.CST: 急救 417.511
從現在開始,帶孩子遠離過敏 : 異位
性皮膚炎、過敏氣喘與過敏鼻炎,從
預防、控制到治療黃瑽寧醫師給父
母的安心提案 / 黃瑽寧著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272 面; 21 公分 .-- (家庭
與生活 ; 75) .-- ISBN 978-626-305-183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小兒科 2.CST: 過敏性疾病
417.57
藥物學 / 康雅斐編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2 .-2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855-2 (平裝) NT$263 普遍級
1.CST: 藥學 418
最新藥理學 : 基礎、臨床與應考的
最佳幫手 / 施純青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4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8-453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藥理學 418.1
BNT 光速計畫 : BioNTech 創辦人的
疫苗革命 / 米勒(Joe Miller), 吳沙忻
(Uğur Şahin), 圖雷西(Özlem Türeci)著 ;
陸維濃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00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管 ; 764) .- ISBN 978-986-525-476-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疫苗 2.CST: 研發 3.CST: 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 4.CST: 傳染性疾病
防制 418.293
輝瑞登月任務 : 拯救人類的疫苗研
發計畫 / 艾伯特.博爾拉(Albert Bourla)
著 ; 廖月娟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3 .-- 352 面; 21 公分 .-- (財經企
管 ; BCB763) .-- ISBN 978-986-525477-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疫苗 2.CST: 研發 3.CST: 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 4.CST: 傳染性疾病
防制 418.293
意念導引 : 修復情緒和壓力傷害的
身心互動法 / 姜義堅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Happy body ;
192) .-- ISBN 978-986-136-617-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催眠療法 2.CST: 心理治療
418.984
圖解藝術治療 / 艾美.艾麗.赫克斯特
博(Amy Eli Huxtable), 嘉林.沃爾夫.博
多納洛(Gaelynn P. Wolf Bordonaro), 麗
比.施曼克(Libby Schmanke)著 ; 江學
瀅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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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3 公分 .-- (遊藝。療心 ; 1) .-- ISBN
978-626-318-181-6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藝術治療 418.986

肯園的全方位身心調理 X 空間芳療
事典 : 20 種常備精油 X80 種對症療
癒 X25 種空間香氣對策 / 肯園芳療
師團隊作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三采健康館 ; 158) .-- ISBN 978-957658-787-0 (精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21 世紀醫院規劃設計. 入門篇 / 江支
川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103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05-636-8 (精裝) NT$470 普遍級
1.CST: 醫院規劃設計 419.46
虛擬實境教案設計手冊 : 臨床沉浸
感之擴增 / 童恒新, 吳昆家, 梅襔, 陳
念荺, 黃淑鶴, 楊曼華, 侯宜菁, 甘佩
鑫, 胡慧蘭, 陳俞琪, 廖媛美, 陳品伃,
陳怡妏, 劉佩青, 陳紀雯, 黃晨娟, 蔡
慈儀, 孫志琪, 鍾侑倫, 楊秋月, 鄭淑
琴, 周承珍, 周明慧, 林承霈, 王子芳,
林哲瑋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3081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護理學 2.CST: 虛擬實境
3.CST: 數位學習 419.6
臨床綜合模擬教案 / 李碧霞, 林寶玉,
林家綾, 邱文璽, 曹天怡, 傅雅麟, 簡
芷茵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
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16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護理教育 2.CST: 臨床醫學
3.CST: 個案研究 419.63

藝術治療圖卡的 100 種應用 / 江學瀅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3 .-- 256 面;
23 公分 .-- (遊藝。療心 ; 2) .-- ISBN
978-626-318-182-3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藝術治療 418.986

沒關係,你可以哭出來 : 一場長期照
護者們的內在療癒之旅 / 史蒂芬妮.
馬爾尚-潘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
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皇冠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Upward ; 126) .-- ISBN 978986-5596-6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長期照護 2.CST: 居家照護服
務 3.CST: 照顧者 419.71

一看就懂的氧療 : 不用藥的自然療
法 / 陳興漢, 李心一著 .-- 臺北市 : 漢
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25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836-0-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自然療法 2.CST: 氧 418.99

內外科護理研討 / 王燕慧, 邱文璽, 王
金淑, 楊嘉玲, 鄧惠琴編著 .-- 第四
版 .-- 新北市 : 大揚出版社, 11102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9975-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內外科護理 4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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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護理 : 從生活功能透視護理流
程+病態與生活功能關聯圖 / 山田律
子, 萩野悅子, 內ケ島伸也, 井出訓編
集 ; 林以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
記圖書出版社, 11104 .-- 5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8-452-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老年護理 419.824
產科護理學綜論 / 張靖梅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2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30-813-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產科護理 419.83
早產寶寶健康手札 = Premature infant
diary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著 .-第 2 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 11104 .-- 5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469-98-6 (平裝) NT$12
普遍級
1.CST: 早產兒護理 419.843

家政
料理研究家的簡單生活學 : 日本國
民料理天后的處世哲學,45 則實踐好
感生活的風格練習 / 有元葉子著 ; 葉
韋利譯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03 .-- 1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7087-21-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家政 2.CST: 家庭佈置 420
照明 / 安齋哲著 ; 林詠純譯 .-- 修訂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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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80-212-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照明 2.CST: 燈光設計 3.CST:
室內設計 422.2
老屋翻修安心寶典 : 破解漏水、管
線、結構、設備關鍵痛點,放心住一
輩子 /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 二版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 11103 .-- 208 面 ; 23 公 分 .-(Solution ; 137) .-- ISBN 978-986-408797-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房屋 2.CST: 建築物維修
3.CST: 室內設計 422.9

翠然 :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
彩 妝 系 妝 品 組 畢 業 成 果 展 . 2022 :
2022 Cheng Shiu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osmetics and Fashion Styling
graduation project /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
品與時尚彩妝系畢業班作 .-- 高雄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化
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1103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45-4-3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容 2.CST: 造型藝術 425
*不痛苦減重,一次就成功 : 減重名醫
破解讓你一再失敗的 NG 減重法 / 劉
伯恩, 潘俊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魚文化出版 : 金塊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103 .-- 200 面; 23 公分 .- (生活經典系列 ; 4) .-- ISBN 978-98606332-3-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成功法 425.2
葉老師十堂課教你學會染髮 / 葉釗
珍著 .-- 二版 .-- 高雄市 : 葉釗珍,
11103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790-7 (平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美髮 425.5
愛貓日常.插畫風刺繡小物 / nekogao
著 ; 黃盈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88 面;
26 公分 .-- (趣.手藝 ; 111) .-- ISBN 978957-9623-84-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刺繡 2.CST: 手工藝 426.2
我的極簡舒適手作服 : 拷克機作的 T
恤&針織服&帽 T / かたやまゆうこ
著 ; 洪鈺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80
面; 30 公分 .-- (Sewing 縫紉家 ; 43) .-ISBN 978-986-302-618-1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縫紉 2.CST: 衣飾 3.CST: 手工
藝 426.3
初學棒針寶典 : 一看就懂的小物教
學&全圖解基礎 / 日本 VOGUE 社編
著 ; 彭小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112 面;
26 公分 .-- (樂鉤織 ; 25) .-- ISBN 978957-9623-82-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編織 2.CST: 手工藝 426.4
極美訂製.時尚棒針花樣典藏集 260
款 / 志田瞳著 ; 林麗秀譯 .-- 二版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6

11104 .-- 136 面; 30 公分 .-- (愛鉤織 ;
47) .-- ISBN 978-986-302-62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編織 2.CST: 手工藝 426.4
Shinnie の貼布縫圖案集 : 我喜歡的
幸福小事記 / Shinnie 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80 面; 20X20 公分 .-- (Shinnie
貼布屋 ; 1) .-- ISBN 978-986-302-619-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拼布藝術 2.CST: 手工藝
426.7
食學 : 全球第一本!以食事提問,從食
物源頭到餐桌的新興知識體系 =
Eatology / 劉廣偉著 .-- 初版 .-- 苗栗
縣竹南鎮 : 木果文創有限公司,
11104 .-- 560 面; 23 公分 .-- (View 觀
點 ; 3) .-- ISBN 978-986-99576-7-0 (精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飲食 2.CST: 文化 3.CST: 永續
發展 427
Mess Tin 煮飯神器野炊料理 / 戶外煮
飯神器愛好會著 ; 洪薇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128 面; 21 公分 .-- (生活
樹系列 ; 95) .-- ISBN 978-986-507-7662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Mess Tin 煮飯神器露營料理 / 戶外煮
飯神器愛好會著 ; 洪薇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128 面; 21 公分 .-- (生活
樹系列 ; 94) .-- ISBN 978-986-507-7655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露營 427.1
去去,贅肉走!瘦瘦,速速前!釐清錯誤
觀念、掌握烹飪祕訣、制定合理菜
單,一日三餐加零食也能輕鬆瘦身 /
方儀薇, 羽茜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30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78-6 (平裝) NT$375 普
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減重 427.1
花園鎮的一年 : 分享來自陽台、屋
頂和花園的食譜 / 費希塔.莎拉
(Felicita Sala)文.圖 ; 吳愉萱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1104 .-- 48 面; 29 公分 .-- (心靈繪本
館 ; 4) .-- ISBN 978-986-06451-5-6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3.CST: 繪本
427.1
給考生的加油湯 : 省時簡單!選好食
材、免高湯、少添加調味料,身體無
負擔享用元氣湯品和宵夜 / 連玉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3 .-- 136 面; 21 公分 .- (Cook50 ; 220) .-- ISBN 978-626-706406-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湯 427.1
熱壓烤盤全方位攻略 / LiloSHI 作 ; 林
麗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44 面;
15X16 公分 .-- ISBN 978-986-401-546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舌尖上的八大菜系 / 牛國平, 牛翔編
著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3 公分 .-- (drill ; 15) .- ISBN 978-626-95804-4-6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3.CST: 中國
427.11
日式家常菜的美味科學 : 家庭和食
的配方 X 技巧 X 烹調原理全圖解 /
前田量子著 ; 陳芬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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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794-5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3.CST: 日本
427.131
100%天然餡料麵包 / 黃宗辰著 .-- 一
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3 .-- 160 面; 26 公分 .-- (Baking ;
9) .-- ISBN 978-986-5481-24-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329492-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法朋的糕點 = Le Ruban pâtisserie / 李
依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144 面; 26 公
分 .-- (Easy cook ; E125) .-- ISBN 978986-06369-4-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純素主義烘焙聖經 : 89 道巴黎名店
配方與步驟技巧教學,無蛋奶純植物
也能做出正統法式甜點 / 貝雷尼絲.
勒孔特(Bérénice Leconte)作 ; 林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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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795-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素食食譜
427.16
從零開始學經典蛋糕捲(定格全圖
解) : 職人級配方&不失敗技巧,在家
就能做出鬆軟濃醇的迷人甜點! / 朴
袛賢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有聲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30-538-7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棍子麵包.歐式麵包.山形土司 : 揉麵
&漂亮成型烘焙書 / 山下珠緒, 倉八
冴子著 ; 彭小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化館出版 : 雅書堂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120 面; 26 公
分 .-- (烘焙良品 ; 95) .-- ISBN 978-9867627-4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ISBN 978-626-7065-28-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麵包工程師之燕麥麵包技術手冊 /
蔡志祥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05-44-3 (第 1
冊: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麵點女王的百變中式點心 / 彭秋婷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上優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26 公分 .- (大廚來我家 ; 12) .-- ISBN 978-9579065-64-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一蛋究竟!無所不能 101 道蛋料理 :
只要有蛋,備料烹調輕鬆易上手,從早
餐、主食、便當、配菜到異國料理,
都能變化出無窮美味! / 蔡萬利, 饒弘
孝, 游博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日幸福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聯合發
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40 面;
23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125) .-- ISBN
978-626-95630-9-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蛋食譜 427.26
上桌秒殺!活用蔬菜速簡料理 : 專家
教你從挑菜、備料到烹煮,把 20 種常
見蔬菜,變身 304 款澎湃主菜、省時
配菜、便利常備菜! / 阪下千惠作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
有限公司, 11104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130-540-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蔬菜食譜 427.3

世界麵包百科圖鑑 / 東京製菓學校
監製 ; 胡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144
面; 24 公分 .-- (Easy cook ; E124) .-ISBN 978-986-06369-5-6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糕餅麵食寶典 : 國寶級師傅 60 年經
驗傳授,不藏私解答 150 個製作糕餅
麵點的技巧與問題 / 呂鴻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3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4-189-6 (平裝) NT$666 普
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五分鐘煮好麵 : 炒麵、湯麵、涼麵、
沾麵,只用基本調味料、簡單食材,料
理新手、忙碌工作者都能快速變出
低鹽、少熱量、美味又實惠的一餐 /
市瀬悅子著 ; 連雪雅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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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96 面; 21 公分 .-- (五
味坊 ; 125) .-- ISBN 978-986-459-396-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麵食食譜 427.38

吳寶春的麵包祕笈 : 27 年功夫.34 道
麵包食譜大公開 / 吳寶春著 ; 楊惠君,
黃曉玫文字整理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濕潤鬆軟完美磅蛋糕 : 新手零失敗,
超人氣專業老師教你做出 20 款好味
道 / 陳豐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
色文化, 11104 .-- 128 面; 26 公分 .--

咖啡學堂 : 從豆子到杯子,精選一 0
一個你必須知道的咖啡知識 / 王稚
雅編著 ; 蔡豫寧繪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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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分 .-- (看懂一本通 ; 14) .-- ISBN
978-626-320-098-2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分 .-- (育兒通 ; SR0079X) .-- ISBN 978626-7008-16-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小兒營養 3.CST:
食譜 428.3

酒神舒曼 American Bar 調酒聖經 :
490 道雞尾酒譜+110 項基酒知識,當
代調酒師及酒吧經營者必備工具書,
居家品飲升級指南! / 查爾斯.舒曼
(Charles Schumann) 作 ; 岡 特 . 馬 泰
(Günter Mattei)繪 ; 魏嘉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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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59-394-1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調酒 427.43

我的孩子不吃東西 : 不動怒、放輕
鬆 與 孩 子 共 享 用 餐 時 間 ! / Carlos
González 著 ; 楊靖螢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03 .-- 320 面; 23 公分 .-(育兒通 ; SR0106) .-- ISBN 978-6267008-17-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小兒營養 428.3

食物漬 / 石原洋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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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46-46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食物酸漬 3.CST:
食物鹽漬 427.75
媽媽的每一天 : 高木直子的散步日
記 / 高木直子著 ; 洪俞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144 面; 21 公分 .-- (Titan ;
144) .-- ISBN 978-986-179-720-5 (平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育兒 428
兒童健康手冊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著 .-- 第 17 版 .-- 臺北市 : 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1104 .-- 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9-97-9 (平裝)
NT$12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幼兒健康 3.CST:
手冊 428.026
兒童衛教手冊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著 .-- 第 5 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 11104 .-- 8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9-96-2 (平裝)
NT$12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衛生教育 3.CST:
手冊 428.026
100 道最受幼兒歡迎的超人氣食譜 /
日本 WILL 兒童知識教育研究中心
(WILL こども知育研究所)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3 .-- 104 面; 23 公

要吃?不吃? : Homework 家庭號特輯 /
劉秝緁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雷瑞
德國際有限公司, 11103 .-- 11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5853-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健康飲食 3.CST:
親職教育 428.8
如何讓她欲仙欲死 / 露.佩姬特(Lou
Paget)著 ; 許逸維譯 .-- 修訂二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224 面; 23 公分 .-- (健康 Sex ; 11) .-ISBN 978-626-320-106-4 ( 平 裝 )
NT$300 限制級
1.CST: 性知識 2.CST: 性行為 3.CST:
性學 429.1

農業
行星的作用以及人和地球的生命過
程 / 博 納 . 利 悟 弧 (Bernard C. J.
Lievegoed)著 ; 傅君譯 .-- 初版 .-- 臺東
縣 東 河 鄉 : 傅 君 , 11102 .-- 76 面 ;
15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6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有機農業 2.CST: 心靈學
430.13
千塘熠熠 農水漫漫 : 百年桃水人與
事 /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編輯 .- 桃園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
利署桃園管理處, 11103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0-5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
署桃園管理處 431.53
辟攜菜譜 / 劉俊毅主編 .-- 第一版 .-臺北市 : 五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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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964-80-8 (線裝)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製茶 434.181
把花種漂亮的栽培密技全圖解 : 從
選盆、施肥、修剪到繁殖,25 種開花
植物輕鬆種,用盆花妝點居家生活! /
陳坤燦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04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74-1-7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1.CST: 盆栽 2.CST: 園藝學 435.11
雀舌黃楊 栽培管理與盆景製作 / 黃
泗山作 .-- 南投縣埔里鎮 : 黃郁芳,
11102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9824-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園藝學 2.CST: 栽培 3.CST: 灌
木 4.CST: 盆景 435.11
食辣史 : 辣椒四百年 / 曹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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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88 面; 21 公
分 .-- (人文 ; 26) .-- ISBN 978-626-31020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辣椒 2.CST: 歷史 3.CST: 中國
435.27
新手種花完全指南 / 陳坤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192 面; 23 公分 .-(生活樹系列 ; 96) .-- ISBN 978-986507-777-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園藝學 2.CST: 花卉 3.CST: 栽
培 435.4
台灣蘭科植物圖譜 : 探索野生蘭的
演化、歷史與種類鑑定 = Illustrations
of native Taiwanese orchids :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history, and species
identification / 林讚標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5 .-- 7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50-577-8 (精
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蘭花 2.CST: 圖錄 3.CST: 臺灣
435.431025
景觀. 2021-II = Landscape / 陳子婷執
行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景觀學
會, 11102 .-- 13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833-0-0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2.CST: 景
觀工程設計 435.7064

初學者 OK!綠意花園水泥雜貨設計
書 / 原嶋早苗著 ; 黃詩婷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化館出版 : 雅書堂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96
面; 26 公分 .-- (手作良品 ; 79) .-- ISBN
978-986-7627-45-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庭園設計 2.CST: 造園設計
435.72
叢林 : 關於地球生命與人類文明的
大 歷 史 / 派 區 克 . 羅 勃 茲 (Patrick
Roberts)作 ; 吳國慶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鷹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3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821-8-2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森林生態學 2.CST: 熱帶雨林
436.12
聽樹 = Listening tree / 侯千絹, 莊郁盈
企劃.撰文 .-- 第一版 .-- 屏東市 : 屏東
縣政府, 11103 .-- 27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7117-10-1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樹木 2.CST: 屏東縣
436.13333
小動物臨床技術 / Susan M. Taylor 作 ;
賴昱璋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
思唯爾有限公司, 11103 .-- 3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093-1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獸醫學 2.CST: 診斷學 437.2
畜牧. 中小型家畜篇 / 鄭三寶, 白火城,
朱志成, 劉炳燦作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9-331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畜牧學 2.CST: 家畜飼養
3.CST: 家畜管理 437.3
圖解小麥製粉與麵食加工實務 / 李
明清, 施柱甫, 徐能振, 楊書瑩, 盧榮
錦, 顏文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58-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麵粉 2.CST: 食品加工
439.21

工程

(專技高考)人因工程過關寶典 / 劉永
宏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30-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工學 440.19
萃思原理進行手工具高值創新化產
品設計應用及產線智慧精實化建置
技術報告 / 何境峰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09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發明 2.CST: 商品設計 3.CST:
創造性思考 4.CST: 個案研究 440.6
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 2022 / 2022 創
新發明應用研討會委員會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6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28-086-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發明 2.CST: 文集 440.607
土木普考一本通 / 黃偉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17-625-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土木工程 441
高雄市市定古蹟雄鎮北門修復工程
工作報告書 / 林世超計畫主持 ; 張宇
彤共同主持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
市政府文化局, 11103 .-- 60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5-82-7 (平裝)
NT$1600 普遍級
1.CST: 公共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高雄市 441.41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 陳冠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04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261-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2.CST: 營建管理
3.CST: 公寓 441.51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附補充規定圖例
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 詹
氏書局編輯部編 .-- 十五版 .-- 臺北
市 : 詹氏書局, 11103 .-- 4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705-638-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2.CST: 建築物構造
441.51
找地蓋屋。蓋自己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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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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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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分 .-- (蓋自己的房子 ; 12) .-ISBN 978-986-408-793-8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室內設計
441.52
裝潢材料 / 通用技術調查室著 ; 洪淳
瀅譯 .-- 修訂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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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213-5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建築材料 441.53
鋼筋模板混凝土工程看照片輕鬆學 /
謝俊誼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
局, 11103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05-637-5 (平裝) NT$940 普
遍級
1.CST: 鋼筋混凝土 2.CST: 結構工程
3.CST: 照片集 441.557
花蓮縣縣定古蹟富里鄉東里村邱家
古厝修復或再利用補充調查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書 / 張義震, 陸俊元作 .-初 版 .-- 花 蓮 市 : 花 蓮 縣 文 化 局 ,
11102 .-- 6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6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花蓮縣富里鄉 441.59
新北市市定古蹟金瓜石鑛山事務所
所長宿舍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工作報
告書 / 張震鐘主持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
11102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417-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宿舍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新北市
441.595
彰化縣歷史建築和美街長宿舍修復
工程工作報告書 / 林正雄計劃主持 ;
李樹宜共同主持 ; 呂俊儀, 曾永宏協
同主持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
文化局, 11103 .-- 403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73-54-9 (平裝附數位
影音光碟) NT$800 普遍級
1.CST: 宿舍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彰化縣
441.595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手冊 /
林欣慧, 邱孟婷, 陳明彥編輯 .-- 二

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
處, 11105 .-- 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0-73-9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無障礙設施 2.CST: 建築物
3.CST: 技術規範 441.6023
地下工業管線安全管理參考指引 /
陳良棟, 曾志雄, 于台珊, 張世宏, 王
瑞坤, 吳榮正, 昝世蓉, 翁榮洲, 陳一
豐編撰 ; 王義基, 翁榮洲, 郭匡甫, 楊
宜恒, 楊家敦, 廖佑慶, 劉懿萱, 蔣伶
霙, 蔡明曉增修 .-- 增修一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工業局, 11102 .-- 2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278-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管線工程 2.CST: 施工管理
3.CST: 工業安全 441.618
大空間建築火災性能式煙控系統設
計與應用手冊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編輯 .-- 第 2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 11102 .-- 21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6-98-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防火 3.CST:
空間設計 4.CST: 電腦應用 441.622
歷史建築舊大安溪橋修復暨再利用
工程工作報告書 / 許正傑, 林松緯, 謝
欣穎編輯.製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臺
中市文化資產處, 11102 .-- 8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1-78-3 (平裝
附光碟片) NT$1200 普遍級
1.CST: 橋梁工程 2.CST: 古蹟修護
441.88
海巡艦艇數位教材. 三, 建造領域 艦
艇結構 / 胡誠友執行編輯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研究院, 11103 .-- 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7-88-3 (平裝
附數位影音光碟) NT$200 普遍級
1.CST: 船舶工程 444
船舶穩定度 / 郭福村, 苟榮華, 洪秋明,
劉安白編著 .-- 修訂一版 .-- 高雄市 :
翠柏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24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89761-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船舶 2.CST: 船舶工程 444.8
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8 港
域觀測波浪資料). 2020 年 / 羅冠顯,
林達遠, 李俊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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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90-6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8 港
域觀測海流資料). 2020 年 / 羅冠顯,
林達遠, 李俊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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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89-0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9 港
域風力觀測資料).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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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88-3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1.CST: 海洋氣象 444.94
港灣海氣象觀測資料統計年報(9 港
域潮汐觀測資料).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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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31-391-3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1.CST: 海洋氣象 444.94
交通工具未來號 / 藤子.F.不二雄漫
畫 ;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 游韻馨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12 面; 21 公
分 .-- (哆啦 A 夢科學任意門 ; 22) .-ISBN 978-957-32-9488-7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運輸工具 2.CST: 漫畫 447
先進車輛電控概論 / 柯盛泰編著 .-二版 .-- 新北市 : 永盛車電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44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361-2-3 (平裝) NT$680 .-ISBN 978-986-06361-3-0 ( 精 裝 )
NT$1360 普遍級
1.CST: 汽車工程 2.CST: 汽車電學
3.CST: 機電整合 447.1
飛機迷都想知道的 50 個超知識 / 周
沄枋, 徐浩, 丁瑀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2 .-- 20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209) .-- ISBN
978-626-320-096-8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飛機 2.CST: 航務 3.CST: 航空
氣象 4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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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火箭人 : 人才高度成就事業高
度 / 彭劍鋒, 王偉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時代, 11103 .-- 380 面; 23 公
分 .-- (科技館 ; EST019) .-- ISBN 978626-95265-9-8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太空工程 2.CST: 組織管理
3.CST: 人才 4.CST: 中國 447.9
微感測系統與應用 / 劉會聰, 馮躍, 孫
立寧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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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2-167-0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電機工程 448
圖解電工技術 / 簡詔群, 簡子傑編
著 .-- 新北市 : 福祿旺科技有限公司,
11102 .-- 3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89880-8-8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電機工程 448
*小朋友造風車 / 周鑑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海峽前鋒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4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212-4-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風力發電 2.CST: 風車
448.165
電機機械 / 鮑格成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5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08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機工程 448.2
泛用伺服馬達應用技術 / 顏嘉男編
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093-9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電動機 2.CST: 自動控制
448.22
電子電力學圖鑑 : 電的原理、運作
機制、生活應用......從零開始看懂推
動世界的科技! / 森本雅之著 ; 陳朕
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16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電力應用
448.6
電子學 / 宋由禮, 陳柏宏, 旗立理工研
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287-2 (上冊: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電子學
448.6
電子學(進階分析) / 林奎至, 阮弼群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4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08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電子學
448.6
電路學 / 吳朗著 .-- 三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局, 11103 .-- 560 面; 26 公分 .- (滄海書碼 ; EE0495) .-- ISBN 978986-363-14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路 448.62
數位邏輯設計 / 劉明舜, 張欽德編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5-286-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積體電路 2.CST: 設計
448.62
*數位影像式高解析度薄板表面瑕疵
快速檢測系統開發 / 陳俊仁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12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490-196-8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光電科學 2.CST: 電子光學
3.CST: 光學檢測 448.68
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實力養成暨
評 量
= Techficiency quotient
certification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
技能基金會(Computer Skill Foundation)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11104 .-- 1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068-49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物聯網 2.CST: 考試指南
448.7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公職考試講重點 : 環境規劃與管理.
上, 基礎篇及政策篇 / 林駿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27-2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環境工程 2.CST: 環境保護
3.CST: 環境規劃 445

環境規劃與管理 / 林健三編著 .-- 修
訂 13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2 .-- 54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97-218-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環境工程 2.CST: 環境保護
3.CST: 環境規劃 445
緊急淨水設備研發及支援服務 = The
study of emergency water treatment
system and support service / 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濟部水利署, 11102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277-8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淨化 2.CST: 水資源管理
445.2
海洋環境污染與防治管理 / 蕭葆羲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45-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海洋汙染 2.CST: 水汙染防制
445.96
環境保護與法規概論 / 張穗蘋, 簡全
基, 黃心亮, 洪慶宜, 李依釗, 林信一,
林紘原, 賴文亮, 陳原禾合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5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56-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環境保護 2.CST: 法規
445.99

礦冶
通向繁榮的前端 : 欣中天然氣公司
成立五十週年 / 黃景輝編審 .-- 臺中
市 :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7318-1-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欣中天然氣公司 2.CST: 歷史
457.806

應用化學；化工
食品技師考試精要. 二, 食品分析與
檢驗 / 李柏憲, 呂玟蒨, 林錫斌, 章嘉
明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
業有限公司, 11103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62-861-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食品科學 2.CST: 食品加工
463
餐酒搭配學 : 侍酒師的餐搭指南:葡
萄酒、飲品與料理風味事典 / 何信
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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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789-1 (精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葡萄酒 2.CST: 品酒 463.814

製造
HOLTEK 32-bit 微控制器應用 : C 語
言實例 / 陳源林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6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081-6 (平裝附影音光碟片) NT$720 普
遍級
1.CST: 微處理機 2.CST: C(電腦程式
語言) 471.516
電腦機殼實務設計方法 = A practical
method for the design of computer
chassis / 許維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許維哲, 11104 .-- 13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43-9864-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電腦硬體 2.CST: 電腦設備
3.CST: 設計 471.53
生活中的光學薄膜 / 葉倍宏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
工程系, 11102 .-- 99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06340-6-8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光學 2.CST: 薄膜工程 471.7
運動產業概論 = Introduction of sports
industry / 蘇維杉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04 面; 23 公分 .-- (運動休閒系列 ;
3) .-- ISBN 978-986-298-39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運動產業 479.2
H.M.S.幻想模型作品集 / Hobby Japan
編輯部作 ; 邱心柔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4 .-- 9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7-761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玩具 2.CST: 模型 479.8

商業；各種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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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小路亂撞!阿輝的美食指南 : 嚴
選 50+1 滿足各式味蕾的新竹美食 /
鄭宏輝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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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6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7126-13-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餐飲業 2.CST: 飲食 3.CST: 新
竹市 4.CST: 新竹縣 483.8
科技特派員 : 林佳龍與十二位企業
CEO 的關鍵對話,前瞻臺灣產業新未
來 / 財團法人大肚山產業創新基金
會策劃.編著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大
肚山產業創新基金會, 1110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89-0-0 (精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科技業 2.CST: 企業經營
3.CST: 產業發展 4.CST: 臺灣 484
顛覆創新 : 我在通用的日子 史隆回
憶錄 / 艾弗雷德.史隆著 ; 孫曉君翻
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4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684-6-9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史隆(Sloan, Alfred P. (Alfred
Pritchard), 1875-1966.) 2.CST: 美國通
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 3.CST: 汽車業 4.CST: 企
業管理 484.3
台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 2021 年.
IV, 遊戲、電競產業 / 李明哲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內容策進
院, 11103 .-- 15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56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路產業 2.CST: 電腦遊戲
3.CST: 線上遊戲 4.CST: 調查統計
5.CST: 臺灣 484.6
物聯網概論 / 張博一, 張紹勳, 張任坊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2 .-- 4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08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服務業 2.CST: 產業發展
3.CST: 技術發展 484.6
醫療機器人技術 / 姜金剛, 張永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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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2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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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未來的出版 / 余江濤著 .-- 新北
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3-618-9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出版業 487.7
不畏虎 : 打虎般的編輯之旅 / 王秀羽,
王湘華, 林良, 林育瑄, 林佩萱, 林昀
萱, 林玟均, 徐子晴, 張慈恩, 陳佳旻,
陳佳葳, 陳品岑, 陳宣竹, 曾韻, 黃歆
喬, 劉芸, 劉海琪, 劉筱晗, 蔡佳倫, 蕭
琮翰, 羅凱瑜, 蘇籥, 蘇品丞編著 ; 曾
韻, 劉芸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
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400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初生
之犢叢刊 ; 1309A01) .-- ISBN 978-986478-616-9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出版業 2.CST: 文集 487.707
台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 2021. I,
圖書、雜誌、漫畫、原創圖像產業 /
李明哲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化內容策進院, 11103 .-- 120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532-56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出版業 2.CST: 調查統計
3.CST: 臺灣 487.7933
臺灣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 110
年 /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1103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78-71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出版業 2.CST: 調查統計
3.CST: 臺灣 487.7933
民宿管家檢定認證指南 / 李奇嶽, 陳
善珮, 彭成裕, 李青松, 楊明賢, 陳正
茂, 沈中天, 郭名龍, 張婷婷, 鄭凱湘,
林香君, 林久玲, 林澤洲合編 .-- 一
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5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宿 2.CST: 旅館業管理
3.CST: 考試指南 489.2
觀光餐旅概論 : 追求卓越的管理哲
學 =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 pursuit of
excellence management philosophy / 吳
勉勤著 .-- 四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95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餐旅業 2.CST: 餐旅管理
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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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3 / 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有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305-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創業 490.99
創 業 名 人 堂 . 第 二 集
=
Entrepreneurship hall of fame / 灣闊文
化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台洋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103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216-1-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創業 490.99
跨國工作也不怕!手把手教你寫職場
英文 E-mail / 鍾君豪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原來如
此 ; E255) .-- ISBN 978-626-7116-0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書信 2.CST: 商業英文
3.CST: 商業應用文 4.CST: 電子郵件
493.6
會計學概要 : 習題解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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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0-0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會計學 2.CST: 問題集
495.1022
Facebook 互動行銷 : 社群網路創業經
營潮+廣告利益超越傳統大躍進 臉
書行銷一手掌握,靠小預算玩出龐大
商機! / 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382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網路社群
496
買氣紅不讓的 Instagram 視覺行銷 : #
小品牌也能賺大錢#把 IG 粉絲經營
變生意#讓 IG 圖片說故事的拍照術 /
鄭苑鳳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37-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網路社群
496

睡不著時可以看的行銷學 / 平野敦
士卡爾監修 ; 羅淑慧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547-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496
瞬間吸睛行銷力 / 麥克.米卡洛維茲
(Mike Michalowicz)著 ; 陳珮榆譯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491-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行銷策略 2.CST: 品牌行銷
496
一人業務的最強集客術 : 不管斜槓
或創業、小企業或一人社長,只要四
步驟,照樣大幅提升營收。 / 今井孝
著 ; 林信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Biz ; 392) .-- ISBN 978-6267123-10-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行銷策略 3.CST:
顧客關係管理 496.5
天賦優勢心理學. 銷售應用篇 : 打造
銷售天賦,助你「碼」上成交 / 林俊
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有
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06925-6-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顧客關係管理
3.CST: 職場成功法 496.5
*廣告文案水平辭堂命名別冊 : 台灣
房產建案命名的水平修辭分析與創
作 / 邱順應作 .-- 初版 .-- 臺中市 : 簡
單生活創意有限公司, 11102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276-2-5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廣告文案 2.CST: 廣告寫作
497.5
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櫃檯作
業 : 富士通 POS 系統完全攻略 / 林佳
男, 劉芷伊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8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店管理 498.6

企業管理
(國民營事業)企業管理(含企業概論、
管理學)棒!bonding / 張恆編著 .-- 第

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2 .-- 7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93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494
冷卻塔一甲子傳奇 : 非典型家族企
業永續經營心法 / 張廣博, 湯發鉅, 李
玉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1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5-51-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良機企業集團 2.CST: 企業經
營 494
教練敏捷團隊 : ScrumMaster、敏捷
教練及轉型中的專案經理之最佳指
南 / Lyssa Adkins 著 ; 教練敏捷團隊
志工群譯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54-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專案管理 494
做個忙而不盲的上班族 : ABC 工作
法、柏拉圖法則、週末效應......一本
書教你打破常規,創造專屬的高效工
作法 / 康昱生, 田由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8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88-5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工作效率 2.CST: 時間管理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01
圖解研究方法 / 榮泰生著 .-- 三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60-7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研究方法
494.031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2022 /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產
學研究發展委員會主編 .-- 高雄市 :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11104 .-- 1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45-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管理 2.CST: 文集
494.07
你的座標有多大,見識就有多高 : 羅
輯思維. 商業篇 / 羅振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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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第 0713 種)(我思 ; 10) .-- ISBN
978-986-5596-7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管理 2.CST: 思維方法
3.CST: 通俗作品 494.1
熄燈 : GE 衰敗史 / 湯瑪斯.葛瑞塔
(Thomas Gryta), 泰德.曼(Ted Mann)著 ;
陳文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99-24-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2.CST: 企業經營 3.CST: 歷
史 4.CST: 美國 494.1
增長的邏輯 : 以「結構」決定的商
業核心戰略 / 王賽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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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272 面;
21 公 分 .-- ( 知 道 的 書 In action ;
HA0104) .-- ISBN 978-957-9689-75-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商業管理
3.CST: 企業策略 494.1
選擇,不只是選擇 : 全美決策領域最
知名教授,告訴你選項背後的隱藏力
量 / 艾瑞克.J.強森(Eric J. Johnson)作 ;
林麗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00 面; 21
公分 .-- (商戰 ; 220) .-- ISBN 978-986134-412-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決策管理 494.1
職場贏家的 48 個關鍵思維 / 曾國棟
原著.口述 ; 李知昂採訪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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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84 面; 21 公
分 .-- (新商業周刊叢書 ; BW0800) .-ISBN 978-626-318-187-8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組織管理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1
邊上班邊創業 : 斜摃世代的複業、
副業、創業成功方程式 / 陳品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186-9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1
OGSM. 2 : 變革領導 / 張敏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4 .-- 24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23-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目標管理 2.CST: 決策管理
3.CST: 組織管理 494.17
內捲效應 : 為什麼追求進步,反而讓
個人窮忙、企業惡性競爭、政府內
耗? / 王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82) .-ISBN 978-986-507-764-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組織管理 2.CST: 企業競爭
494.2
資料故事時代 / 布倫特.戴克斯(Brent
Dykes)作 ; 洪慧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4 .-- 4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29-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商務傳播 2.CST: 溝通技巧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2
管理者解答之書 : 7 大面向,116 種問
題,菜鳥也能快速對應 / 芭芭拉.米切
爾(Barbara Mitchell), 科妮莉亞.甘倫
(Cornelia Gamlem)著 ; 胡曉紅, 張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
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4-31-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管理者 2.CST: 組織管理
494.2
遠距團隊的高效領導法則 : 你擔心
的 WFH 缺點都不會發生!十個環節
打造超強向心力的傑出團隊 / 大衛.
博柯斯(David Burkus)著 ; 黃庭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方向 ; 75) .-- ISBN 978-626-7089-40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領導 2.CST: 組織管理 494.2
調適性領導的實踐與藝術 : 深度改
變組織與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及
戰術 / 隆納.海菲茲(Ronald Heifetz),
亞歷山大.葛來修 (Alexander Grashow),
馬蒂.林斯基(Marty Linsky)著 ; 黃意
鈞, 陳穎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
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04 .-- 4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7508-8-2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領導 2.CST: 組織管理 494.2

你的狼性,要帶點娘!職場生存剛柔並
濟的 27 個心智力量 / 唐玉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21 公
分 .-- (Win ; 28) .-- ISBN 978-626-335083-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電商帝國 / 佐藤將之著 ; 卓惠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282 面; 21 公分 .-- (職
學堂) .-- ISBN 978-957-14-7406-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亞馬遜公司(Amazon.com)
2.CST: 會議管理 494.4

最高工作術 : 不再擔心犯錯,每天安
心上班的工作術圖鑑 / F 太, 小鳥遊
作 ; 賴郁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224 面; 21 公分 .-- (Progress ; 17) .-ISBN 978-957-741-509-7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工作效率
494.35

生產與作業管理 / 鄭榮郎編著 .-- 六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088-5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生產管理 2.CST: 作業管理
494.5

練習被看見 :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努力,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閃閃發光
/ 徐多多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085-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錯把工作當人生的人 : 讀懂同事小
劇場,擺脫無用情緒包袱,劃清職場與
生 活 界 線 / 娜 歐 蜜 . 夏 拉 蓋 (Naomi
Shragai)著 ; 許恬寧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350 面; 20 公分 .-- (smile ;
180) .-- ISBN 978-626-7118-0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494.35
職場必備技能圖鑑 : 能力 UP!薪水
UP!一生都受用的 50 項關鍵工作術 /
堀公俊著 ;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16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讓腦袋大躍進的史丹佛超級筆記術 /
柏野尊德著 ; 楊毓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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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1 公分 .-- (新商業叢
書 ; BW0793) .-- ISBN 978-626-31817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創造性思
考 494.35
亞馬遜會議 : 貝佐斯這樣開會,推動
個人與企業高速成長,打造史上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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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圖解!商業簡報實戰懶人包 / Levi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城邦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9-88-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簡報 494.6
秒懂 PPT : 實戰技巧 x 特效運用 x 創
意設計 / 秋葉, 趙倚南著 ; 吳嘉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2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簡報 494.6
風險管理制度與實務. 2022 年版 / 台
灣金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
訓院, 11104 .-- 400 面; 26 公分 .-- (金
融 測 驗 系 列 ) .-- ISBN 978-986-39923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風險管理 494.6
比 VBA 更強的 RPA 來了! : Power
Automate Desktop 零程式打造辦公室
流 程 自 動 化 / 株 式 会 社 ASAHI
Accounting Robot 研究所作 ; 李彥婷
譯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708-6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資訊管理系統 2.CST: 電子資
料處理 494.8

社會科學類
統計
大人的統計學教室 : 提升數據分析
能力的 40 堂基礎課 / 藤川浩著 ; 劉
宸瑀,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14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統計之美 : 人工智慧時代的科學思
維 / 李艦, 海恩, 林志娟著 .-- 再版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89-8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2.CST: 資料探勘
510
圖解迴歸分析 / 陳耀茂作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1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27-0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迴歸分析 511.7
原住民族人口及健康統計年報. 107
年 / 社會福利處執行編輯 .-- 新北市 :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02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5-6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 2.CST: 生命統計
516

教育
下課十分鐘 : 那些課堂裡學不到的
事 / 采怡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489-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通俗作品 520
教育及心理統計學 / 朱經明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512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17-652-2 ( 平 裝 )
NT$660 普遍級
1.CST: 教育統計 2.CST: 心理統計學
520.28
芬蘭教改之道 / 帕思.薩爾博格(Pasi
Sahlberg)著 ; 林曉欽, 楊詠翔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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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8 面; 21 公分 .- (Discourse ; 45) .-- ISBN 978-626-318199-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教育改革 2.CST: 芬蘭
520.9476

小學生高效學習原子習慣 / 趙胤丞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300 面; 21 公
分 .-- (學習與教育 ; 231) .-- ISBN 978626-305-182-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讀書法
521.1
哈佛.耶魯雙學霸的最強學習力 : 沒
錢沒背景沒人脈,照樣可以學出優秀
/ 李柘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Happy learning ; 202) .-- ISBN
978-986-136-61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521.1
超高效學習 : 超級學霸 X 跨界學習
權威的 35 個 PRO 考試秘技 / 芭芭拉.
歐克莉(Barbara Oakley), 歐拉夫.修威
(Olav Schewe)著 ; 高霈芬譯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Mindmap ; 237) .- ISBN 978-957-658-786-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學習策略
3.CST: 學習心理學 521.1
語言覺知 = Language / 王川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士雅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1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680-7-0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師資培育 2.CST: 幼兒語言發
展 3.CST: 語文教學 522.6
自然教育法 : 激發普通孩子的天才
潛能 / 周雲煒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6-96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兒童教育 523
全腦開發遊戲書 : 有趣的動物 /
Frances Evans 作 ; Jean Claude 繪 ; 楊
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7-682-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動物
523.13
探索世界找一找. 2, 世界節慶. 上 / 劉
載永文.圖 ; 黃譯嫺譯 .-- 初版 .-- 高雄
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21546-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益智遊戲
3.CST: 繪本 5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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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小創客. 4, 極速賽車,STEAM 大
挑戰 / KLUTZ 編輯團隊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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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64 面; 26 公分 .-- (益智滴 ; 13) .-- ISBN
978-626-7038-22-2 (平裝) NT$780 普
遍級
1.CST: 玩具 2.CST: 機械設計 3.CST:
兒童遊戲 523.15
語言起步走 : 學前幼兒語言誘發活
動書 / 林桂如,洪右真,余雅筑等著 ;
林桂如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52 面;
23 公分 .-- (溝通障礙系列 ; 65045) .-ISBN 978-986-0744-71-2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幼兒語言發展 523.16
幼兒數感啟蒙 : 情境數學遊戲繪本. 1,
集合＆順序 / 無藤隆, 白川佳子監修 ;
卓文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3 .-- 68 面; 29 公分 .-- (親子
課) .-- ISBN 978-626-7050-71-2 (精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CST: 繪本 4.SHTB: 數學--3-6 歲幼
兒讀物 523.2
幼兒數感啟蒙 : 情境數學遊戲繪本. 3,
比較＆圖形 / 無藤隆, 白川佳子監修 ;
卓文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3 .-- 72 面; 29 公分 .-- (親子
課) .-- ISBN 978-626-7050-73-6 (精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CST: 繪本 4.SHTB: 數學--3-6 歲幼
兒讀物 523.2
兒童魔法學校. 書 1, 奇幻靈性故事和
静坐 / Jean-Jacques Gabriel 作 .-- [臺中
市] : 華祈寧, 11104 .-- 20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979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德育 523.2
ㄅㄆㄇㄈ來收行李吧! / 許少菲文 ;
陳妤瑄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許少菲
出版 : 晨光影像工作室發行, 11105 .- 30 面; 20X21 公分 .-- (Bopomofo 注
音自學系列繪本. 上) .-- ISBN 978957-43-9879-9 (精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注音符號
3.CST: 學前教育 4.CST: 繪本

5.SHTB: 語言文學--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幼兒數感啟蒙 : 情境數學遊戲繪本. 2,
加減法＆數量 / 無藤隆, 白川佳子監
修 ; 卓文怡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3 .-- 68 面; 29 公分 .-- (親
子課) .-- ISBN 978-626-7050-72-9 (精
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數學教育 2.CST: 數
學教育 3.CST: 繪本 4.SHTB: 數學--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音樂入門鍵盤課 : 小小音樂家 =
Little musician / 陳逸琳, 朱俐蘭教材
撰寫 .-- 新北市 : 優美文化藝術有限
公司, 11104 .-- 68 面; 30X22 公分 .-ISBN 978-626-95138-1-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音樂教育
3.SHTB: 藝術媒介--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親愛的我把注音學習變簡單了 / 賴
淑月編著 .-- 臺中市 : 樂奇育科技文
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01-0-1 (平
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注音符號
3.CST: 學前教育 4.CST: 小學教學
523.23
簡 易 機 械 : 沙 漠 探 險 = Simple
machines : desert adventure / 玩樂高手
講師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樂
疊創意機器人有限公司, 11102 .-- 40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06714-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械工程 2.CST: 幼兒教育
3.CST: 學前教育 4.CST: 繪本
523.23
小學語文快易通 / 賴慶雄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102 .- 冊 .-- (語文素養大補帖) .-- ISBN
978-986-452-417-4 ( 第 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86-452-418-1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452-419-8 (第 3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986-452-420-4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523.31
兒歌識字登高樓. 臺北一 0 一篇 / 李
光福作 ; 宋雅圓繪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160 面; 21 公分 .-- (小魯語文
堡) .-- ISBN 978-626-7127-02-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識字教育
3.CST: 兒歌 4.CST: 小學教學
523.311
Kids 互 動 英 語 = Kids' interactive
English /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640-0 (第 6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小學教學
523.318
小小光線設計師 : 玩具店也瘋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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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52 面; 23X22 公分 .-- (AI 科學玩創
意)(AI 科學系列 ; AISA0005) .-- ISBN
978-626-954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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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Scratch 玩 micro:bit 體驗 STEAM 創
意程式設計 / 王麗君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2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微電腦
3.CST: 電腦程式語言 4.CST: 九年一
貫課程 523.38
新魔法教室 : Windows 10 快樂學電腦
/ 碁峰資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60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24-10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WINDOWS(電腦程式) 3.CST: 作業系
統 4.CST: 初等教育 523.38
新魔法教室 : Word 2019 / 碁峰資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13-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WORD
2019(電腦程式) 3.CST: 作業系統
4.CST: 初等教育 523.38
*資訊科技應用在偏鄉服務學習活
動 : 數位創意圖繪設計: 快樂學習與
實務操作 / 柯玲琴, 何瑞峰作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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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中市 : 奇果創新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11102 .-- 52 面; 27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95071-0-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電腦教育
3.CST: 小學教學 523.38
課程協作與實踐. 第五輯 / 蔡清華主
編 .-- 臺北市 :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新
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 11104 .-- 20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06-36-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課程規劃設計 2.CST: 中小學
教育 3.CST: 文集 523.407
百年有成 州際揚昇 : 新北市五股區
成州國民小學創校一百週年校慶特
刊 / 蘇建誠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北
市五股區成州國民小學, 1110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2-99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新北市五股區成州國民小學
523.833/103
南投縣名間鄉新街國民小學百週年
校慶特刊 / 施俊良總編輯 .-- 第一
版 .-- 南投縣名間鄉 : 南投縣名間鄉
新街國民小學, 11103 .-- 2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2-94-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南投縣名間鄉新街國民小學
523.833/119
南投縣草屯鎮土城國民小學百年土
城薪傳一世紀百年校慶特刊 / 趙元
炤總編輯 .-- 南投縣草屯鎮 : 南投縣
草屯鎮土城國民小學, 11104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93-6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南投縣草屯鎮土城國民小學
523.833/119
史丹佛線上高中課 : 用最頂尖的學
習方法,實踐全球化趨勢的未來教育
/ 星友啓著 ; 游念玲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208 面; 21 公分 .-- (Guide book ; 380) .- ISBN 978-626-320-105-7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數位學習 2.CST: 教學法
3.CST: 中等教育 524.3
當初國文課有學到這些就好了 : 瑞
典扎根民主的語文素養 / 吳媛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22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469-7-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中等教育
3.CST: 比較研究 4.CST: 瑞典 5.CST:
臺灣 524.31
(素養學堂)輕量級學測國寫 : 十大單
元輕鬆破解 / 白白老師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7 公分 .-ISBN 978-986-520-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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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數學基本素養. 3, 七年級會考實
力扎根練習 / 許建銘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6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7-621-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2
國中數學基本素養. 4, 八年級會考實
力扎根練習 / 許建銘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8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7-691-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2
撒播希望 : 青少年生命教育之教學 /
紀潔芳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
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11103 .-- 4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047-3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生命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5
國中生物一點都不難 / 張子方作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168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77-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生物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國中理化一點都不難 / 陳大為, 王昊,
王虹, 吳大鳴, 王翰作 .-- 四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18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7-635-5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物理化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學測生物 : 文、理組跨領域,超高 CP
搶分科目! / 黃鐘慶, 馬世璋, 施百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7-696-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生物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近五年英文學測/指考試題詳解 : 詳
解本. 111 年版 / 賴世雄作 .-- 初版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388 面; 26 公分 .-- (常
春藤升大學系列 ; AC02-111) .-- ISBN
978-626-95676-5-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問題集 3.CST: 中
等教育 524.38
新 學 測 全 真 字 彙 . 2022 最 新 版 =
Words & phrases for GSAT / 劉靚編
著 .-- 臺中市 : 劉靚英文, 11102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22-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戰勝學測 : 文意選填+篇章結構完全
攻略 /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1-64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8
思辨是我們的義務 : 那些瑞典老師
教 我 的 事 = Democratic education :
Nordic experiences for the Taiwanese
classroom / 吳媛媛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4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469-6-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公民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3.CST: 瑞典 524.9475
島嶼習作 : 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
踐行動紀實 / 陳姵君, 鄭珮宸, 彭欣華,
林奕仁, 梁鎧麟, 王醒之, 蕭立妤, 郭
正平, 林巧湄, 陳玉苹, 唐淑惠, 劉家
銘, 曾子郡, 金雯雯, 李瑞源, Apyang
Imiq, 謝柏宇, 賴富庭, 郭怡棻, 周睦怡
作 ; 謝國興主編 .-- 臺北市 : 人文創
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 11102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277-3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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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高等教育 2.CST: 學校與社會
3.CST: 社會參與 525.016
以建構程度及高行銷力技能觀點改
善數位學習績效之行動研究 / 莊煥
銘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莊煥
銘, 11102 .-- 6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794-5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數位學習
525.03
生命教育理論與實務 : 素養導向 / 王
惠蓉, 王燕雪, 李玉嬋, 李采儒, 孫效
智, 張哲民, 張淑美, 張淑珠, 陳詠琳,
張碧如, 康瀚文, 黃正璋, 黃雅文, 黃
曉令, 賀豫斦, 黃麗娟, 楊清貴, 蔡昕
璋, 鍾敏菁, 蘇倫慧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26-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生命教育 2.CST: 通識教育
3.CST: 高等教育 525.33
休閒與流行文化 / 楊知義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17-671-3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通識教育
3.CST: 休閒活動 4.CST: 流行文化
525.33
全球視野與多元文化 / 朱介國著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2 .-- 1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12-5 (平裝)
NT$230 普遍級
1.CST: 通識課程 2.CST: 多元文化教
育 3.CST: 高等教育 525.33
通識教育的精進 / 莊榮輝等著 ; 宋秀
娟主編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通識教
育學會, 11102 .-- 22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97770-7-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通識教育 2.CST: 高等教育
3.CST: 文集 525.3307
申請入學贏在書審與面試 / 孫貴珠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74-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大學入學 2.CST: 入學甄試
525.611

新亞遺鐸 / 錢穆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東 大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3 .-冊 .-- (錢穆作品精萃) .-- ISBN 978957-19-3313-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新亞書院 2.CST: 文集
525.8238

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130-537-0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說話藝術
3.CST: 親子溝通 528.2

新亞遺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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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14-7410-6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新亞書院 2.CST: 文集
525.8238

在陪伴中教養孩子 也看見自己 / 張
閔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大創意
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70-1-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3.CST: 親子關係 528.2

成 功 大 學 建 築 系 年 鑑 . 2019-20 =
NCKU ARCH yearbook 2019-20 / 徐薇,
陳品淳執行編輯 .-- 臺南市 : 國立成
功大學建築學系出版 : 成大建築文
教基金會發行, 11103 .-- 16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471-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2.CST:
年鑑 525.833/127

好好說話的情緒教養 : 傾聽恐懼&撫
平創傷,陪孩子面對課業、人際、情
緒等成長困境 / 金善浩著 ; 李煥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1 公
分 .-- (高 EQ 父母 ; 88) .-- ISBN 978626-7089-47-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3.CST: 親子關係 528.2

學校領導 : 理念、脈絡與實踐 =
School leadership : ideas, context, and
practices / 賴志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384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 .-ISBN 978-957-511-692-7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學校行政 2.CST: 學校管理
3.CST: 領導理論 526

你也是販賣機父母嗎?該予取予求,
還是放手讓孩子走自己的路? / 洪春
瑜, 羅烈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30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84-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桃園市教育年報. 104-110 = Taoyuan
City education annual report / 林明裕總
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103 .-- 4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85-2 (精裝) 普遍級
1.CST: 桃園市教育局 2.CST: 教育行
政 526.3933/109
AI 時代長大的孩子,別用千篇一律的
教養 : 塑造孩子的終身成長型思維,
靈活應對生活中的壓力與未來挑戰 /
松村亞里作 ; 劉姍珊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34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生活教育
3.CST: 育兒 528.2
正向教養,從跟孩子好好說話開始 :
70 萬家長推薦!教養專家帶你從說話
習慣,培養出孩子的自信、責任、創
意等優勢人格素養 / 吳秀香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

恆溫教養 / 黃之盈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34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親子關係 528.2
給孩子最珍貴的三項禮物 : 目標 X
自律 X 累積 / 唐豔豔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7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54-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時間管理
528.2
塔木德親子理財課 : 向猶太人學致
富,從小開始 / 金今善著 ; 馮燕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484-9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理財 4.CST: 猶太民族 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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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心練習 : 呼吸與想法 / 楊舒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大創意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70-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心理學 2.CST: 兒童發展
3.CST: 親職教育 528.2
(初等考試)公民看這本就夠了 / 邱樺
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61-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公民教育 528.3
瓜瓜收玩具 / 小岳哥哥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 11104 .-- 36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051-27-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CST: 繪本 4.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528.33
瓜瓜有禮貌 / 小岳哥哥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 11104 .-- 36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051-28-3 (精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德育 3.CST:
兒童教育 4.SHTB: 心理成長--3-6 歲
幼兒讀物 528.33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18 : 幫忙做家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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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40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55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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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選代間共學創意方案彙編. 110 年
度 / 張寶釧等 30 組個人及團體獲獎
者作 ; 林麗惠主編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2 .-- 192 面; 30 公分 .-- (樂齡
學習系列教材 ; 35) .-- ISBN 978-6267106-32-7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老人教育 2.CST: 文集
528.433
車輛空調檢修實習 / 杜建勳, 戴主修,
吳忠原, 洪埜喆, 葉志成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
11102 .-- 224 面; 29 公分 .-- 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 ISBN 978986-5531-5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汽車 2.CST: 空調工程 3.CST:
空調設備 4.CST: 技職教育
528.8452
同儕師徒制應用於課程與三創競賽
之教學方法探析 / 樊祖燁著 .-- 臺北
市 : 樊祖燁, 11103 .-- 88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90-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技職教育 2.CST: 教學法
528.85
公東的教堂 : 海岸山脈的一頁教育
傳奇 = The chapel of Kung-Tung : an
education legend in the coastal range of
Taiwan / 范毅舜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3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5-048-9 (平裝) NT$500 .-- ISBN
978-626-335-049-6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臺東縣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2.CST: 天主教 528.8833/139
運動百靈果 = Bilingual-PE / 廖巧馨,
楊啟文, 黃厚源, 李國維, 陳嘉琪, 原
珮文, 鐘敏華, 黃婷, 黃正杰, 戴琪樺,
陳朱祥, 卓美秀, 潘正宸作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103 .-- 238 面;
26 公分 .-- (110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
叢書) .-- ISBN 978-986-06986-2-6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體育教學 2.CST: 雙語教育
528.92
基礎肌力訓練解剖聖經 : 居家阻力
訓練超過 200 種動作與 50 套課表 /
Frédéric Delavier, Michael Gundill 著 ;
林晉利, 萬明岳譯 .-- 臺北市 : 旗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2-709-3 (精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運動訓練 2.CST: 體能訓練
3.CST: 肌肉 528.923
火眼金睛與 0.4 秒的判斷 : 中華職棒
鐵面裁判蘇建文的三千站場 / 蘇建
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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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2 面;
21 公分 .-- (心理勵志 ; 137) .-- ISBN
978-986-5543-88-4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蘇 b 建文 2.CST: 職業棒球
3.CST: 裁判 4.CST: 傳記 528.955

圖解跑壘學全書 : 要得分,就得學會
怎麼跑壘 / 許峰賓, 周思齊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 (Ciel) .-- ISBN 978-957-05-3404-7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棒球 528.955
*印尼雅加達亞洲帕拉運動會桌球項
目男子 TT8 級競賽實務報告書. 2018
年 / 張富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
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11102 .-- 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405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桌球 2.CST: 運動競賽
528.956
武學內勁入門實操指導 / 劉永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武學
釋典 ; 55) .-- ISBN 978-986-346-362-7
(平裝附影音光碟片) NT$380 普遍級
1.CST: 武術 528.97
京東程式八卦掌 / 奎恩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30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46-361-0 ( 平 裝 附 影 音 光 碟 )
NT$450 普遍級
1.CST: 拳術 2.CST: 中國 528.972
*太極導引. 第陸號, 極 = Tai Chi Dao
Yin. vol.6, Chi / 吳文翠主編 .-- 桃園
市 : 太極導引文化研究會, 11102 .-96 面; 28 公分 .-- 年刊 .-- ISBN 978986-92853-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太極拳 2.CST: 期刊
528.97205
冰雪中國 / 艾田, 楊占武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3 .-- 30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76-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體育 2.CST: 冰上運動 3.CST:
歷史 4.CST: 中國 528.992
帶點遺憾的球星 / 剛田武, 嘉安, 老溫,
列當度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
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2 .-- 3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81-6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足球 2.CST: 運動員 3.CST: 世
界傳記 528.999
高 雄市 特殊教 育概 況暨統計 年報 .
109 學年度 / 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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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教育局, 11102 .-- 1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5-80-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教育統計
3.CST: 高雄市 529.028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 Assessment for
exceptional education / 張世彗, 藍瑋琛
著 .-- 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528 面; 26 公
分 .-- (特殊教育系列 ; 61034) .-- ISBN
978-986-0744-69-9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教育評量
529.5
擁抱個別差異的新典範 : 融合教育 /
鈕文英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688 面;
26 公分 .-- (障礙教育系列 ; 63172) .-ISBN 978-986-0744-72-9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1.CST: 融合教育 529.5
我要去上學 : 特殊教育法易讀手冊 /
吳明杰, 林佳怡, 陳清風, 廖浚羽, 廖
祐慶, 鄭浩宇, 謝若琳編輯 .-- 臺北市 :
教育部,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7106-29-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手冊
529.5026
*雙重特殊需求學生的發掘與輔導 /
于曉平, 吳淑敏, 吳品璇, 宋明芬, 林
寶鈺, 林靜怡, 陳勇祥, 陳彥瑋, 陳錦
雪, 孫義芬, 桂舒嫻, 郭靜姿, 張紀盈,
黃葳庭, 程惠玲, 楊麗雪, 鄒小蘭, 廖
盈絜, 蔡明富, 賴盈秀, 鄺靜辰, 戴令
采, 藍珮瑜作 ; 郭靜姿, 陳彥瑋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11102 .-- 39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7106-30-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特殊教育 2.CST: 教育輔導
3.CST: 文集 529.507
智能障礙 / 孫淑柔, 吳雅萍, 陳明聰 ,
莊妙芬, 盧台華, 林純真, 陳麗圓, 詹
孟琦, 吳佩芳, 何素華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84-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智能障礙 2.CST: 啟智教育
529.62

禮俗；民族學
客 家 文 化 論 文 集 = The research of
Hakkah culture / 劉昭民著 .-- 初版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8-392-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民族文化 3.CST:
文化研究 4.CST: 文集 536.21107
uuqun
Seediq
Tgdaya/Seejiq
Truku/Sediq Toda 賽德克族的飲食與
文化 / Lituk Teymu 詹素娥, Uya Pawan
洪良全, Iwan Perin 伊婉貝林作 .-- 初
版 .-- 南投縣埔里鎮 : 台灣原住民族
賽德克族語言文化學會, 11102 .-- 12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87-02 (精裝) 普遍級
1.CST: 賽德克族 2.CST: 飲食風俗
3.CST: 食譜 4.CST: 臺灣原住民族
536.3311
由臺灣北部泰雅族看近現代史 : 日
本殖民時代至國民黨政權時代的
「白色恐怖 」 / 菊池一隆著 ; 張新民
編譯 ; 吳米淑中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60 面; 21 公分 .-- (史地傳記類)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54-8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泰雅族
3.CST: 臺灣史 536.3311
臺灣原住民口述史 : 泰雅族和夫與
日本妻子綠 / 菊池一隆著 ; 張新民編
譯 ; 邱昱翔, 謝川子中譯 .-- 一版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史地
傳記類)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53-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泰雅族
3.CST: 口述歷史 536.3311
織起道卡斯的記憶 : 新港社藺編工
藝志 / 蕭綾均主編 .-- [苗栗縣後龍
鎮] : 苗栗縣道卡斯文化協會, 11103 .- 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505-3-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草織 2.CST: 編織工藝 3.CST:
道卡斯族 4.CST: 苗栗縣後龍鎮
536.3394
改變世界的萬物事典 : 看得見的人
類文明演化型錄 / 平凡社編輯部編
著 ; 黃郁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9596-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風俗 2.CST: 世界史 538
(漫畫版)舌尖大歷史 : 飲食文化五千
年 / 豆豆龍文化編.繪 .-- 新北市 : 螢
火蟲出版社, 11104 .-- 108 面; 37 公
分 .-- ISBN 978-986-452-416-7 (精裝)
NT$699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化史
3.CST: 通俗作品 4.CST: 中國
538.782
大城市與小小美食家 : 香港 / 邱德怡
文 ; 傅可恩圖 ; 李紫蓉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4 面; 15X15 公分 .-- 點
讀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274577-9 (精裝)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繪本 3.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538.782
大城市與小小美食家 : 東京 / 邱德怡
文 ; 傅可恩圖 ; 李紫蓉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4 面; 15X15 公分 .-- 點
讀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274576-2 (精裝)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繪本 3.CST:
日本東京都 538.7831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近現代中華文
化思想叢刊 ; A0102019) .-- ISBN 978986-496-619-6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社會史 2.CST: 地方政府
3.CST: 近代史 4.CST: 中國 540.92
人文論衡 / 馮天瑜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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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608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
思想叢書. 傳統中華文化思想叢刊 ;
A0100079) .-- ISBN 978-986-496-602-8
(平裝) NT$860 普遍級
1.CST: 人文學 2.CST: 中國 541.262
維古創生 : 110 年度古蹟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管理維護評鑑優良個案輯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編輯 .-- 初版 .-- 臺
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02 .-10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556-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古蹟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文化資產保存 541.27
峰雲再起 : 霧峰文化資產保存文集 /
吳東明作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臺中
市大屯社區大學, 11102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744-8-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文集
3.CST: 臺中市霧峰區 541.2707

大城市與小小美食家 : 台北 / 邱德怡
文 ; 傅可恩圖 ; 李紫蓉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4 面; 15X15 公分 .-- 點
讀版;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274575-5 (精裝)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繪本 3.CST:
臺北市 538.7833

文化創意產業讀本. II : 象徵價值與
美學經濟 / 李天鐸, 林立敏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32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32-9459-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文化產業 2.CST: 創意 3.CST:
文化經濟學 541.29

台語每日一句 : 落台語俗諺很簡單 /
許晉彰, 盧玉雯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63-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550 普遍級
1.CST: 俗語 2.CST: 諺語 3.CST: 臺語
539.6

非暴力抗爭 : 1977-2019 臺灣社會運
動 / 蘇佳善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
立作家, 11103 .-- 380 面; 21 公分 .-(Do 觀點 ; 68) .-- BOD 版 .-- ISBN 978626-95869-0-5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社會運動史 2.CST: 臺灣
541.4509

社會學
近代中國的鄉誼與政治 / 唐仕春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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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378 面; 23 公分 .40

終 結 黑 白 思 考 / 凱 文 . 達 頓 (Kevin
Dutton)著 ; 陳佳伶譯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32 面;
21 公分 .-- (Trend ; 76) .-- ISBN 978957-658-791-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2.CST: 二元論
541.7

台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 2021 年.
II, 電視、電影、動畫產業 / 李明哲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內容
策進院, 11103 .-- 112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532-562-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傳播產業 2.CST: 調查統計
3.CST: 臺灣 541.83

Tucker)作 ; 黃于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紅樹林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earth ;
18) .-- ISBN 978-986-06810-7-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母親 2.CST: 女性心理學
544.141

台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 2021 年.
III, 流行音樂、廣播產業 / 李明哲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內容策
進院, 11103 .-- 10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56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傳播產業 2.CST: 文化產業
3.CST: 調查統計 4.CST: 臺灣
541.83

鬱鬱寡歡的妻子,無動於衷的丈夫 :
改變對話方式,讓夫妻關係更融洽 /
五百田達成作 ; 楊鈺儀譯 .-- 初版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240 面; 21 公分 .-- (心靈叢書) .-ISBN 978-986-5408-86-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婚姻 2.CST: 夫妻 3.CST: 兩性
關係 544.3

通訊傳播市場報告. 110 年 =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110 / 財團
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執行 .-- 初版 .-臺北市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1102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7-85-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傳播產業 2.CST: 通訊產業
3.CST: 市場分析 541.83
無花果 : 四川被販賣的農村婦女口
述史 / 周浙平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6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90-8 (平裝) NT$850 普
遍級
1.CST: 人口販賣 2.CST: 中國
542.132
風平浪靜 : 白話諾貝爾跨世紀和平
學獎 1901-2021 / 温坤禮, 游美利著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台灣感性資訊學
會, 11103 .-- 29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7925-5-4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和平 2.CST: 諾貝爾獎
542.298
小紅帽的成長任務 : 關於你需要知
道的月經大小事(國小版) / 林薇, 謝
佳欣作 ; 小紅帽 With Red 編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
協會, 11102 .-- 46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06250-3-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親子 2.CST: 性別 3.CST: 月經
4.CST: 衛生教育 544.1
母性是本能? : 最新科學角度解密媽
媽 基 因 / 艾 比 蓋 爾 . 塔 克 (Abigail

好不了的愛情病 : 愛不愛都有病,十
年暢銷癒後增訂版 / 艾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自
信人生 ; 176) .-- ISBN 978-986-175670-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我害怕,你說你也喜歡我 / 夏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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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分 .-- (高寶文
學 ; GLA075) .-- ISBN 978-986-50637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3.CST:
通俗作品 544.37
毒藥貓理論 : 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
源 / 王明珂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52 面; 21 公分 .-- (允晨叢刊 ; 176) .- ISBN 978-626-95679-2-8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女性 2.CST: 性別歧視 3.CST:
社會問題 544.52
我的第一本性別平等小書 : 女生版 /
茱莉.莫柏格(Julie Merberg)文 ; 蜜雪
兒 . 布 魯 莫 . 艾 弗 莉 特 (Michéle
Brummer Everett)圖 ; 羅吉希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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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069-53-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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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性別平等 2.CST: 兩性教育
3.CST: 通俗作品 4.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544.7
我的第一本性別平等小書(男生版) /
茱莉.莫柏格(Julie Merberg)文 ; 蜜雪
兒 . 布 魯 莫 . 艾 弗 莉 特 (Michéle
Brummer Everett)圖 ; 羅吉希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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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069-54-7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性別平等 2.CST: 性別教育
3.CST: 通俗作品 4.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544.7
歡場女孩 : 慾望、快感與性苦難,近
代法國性產業的形式與管制 / 阿蘭.
柯爾本(Alain Corbin)著 ; 謝珮琪譯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544 面; 23 公
分 .-- (從感官史看世界) .-- ISBN 978957-05-3401-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特種營業 2.CST: 娼妓 3.CST:
法國 544.767
別讓年齡剝奪你享受生活的權利 :
揮別空虛與孤獨感,人生的格局不應
該受年齡限制,越老越要活得精采 /
傅世菱, 王坤山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7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81-6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老人學 2.CST: 老年 3.CST: 生
活指導 544.8
亂世和末世的自我救贖 : 中國近代
的知識份子 / 周樹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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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305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
思想叢書. 近現代中華文化思想叢
刊 ; A0102023) .-- ISBN 978-986-496620-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知識分子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中國 546.1135
漢武帝時期士人處境探究 : 以「士
不遇」之作為主的考察 / 王璟著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2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57-7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士 2.CST: 漢代 546.1135

清代社會的賤民等級 / 經君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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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400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傳統中華文化
思想叢刊 ; A0100072) .-- ISBN 978986-496-605-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會階層 2.CST: 清代
546.32
精實影響力 : 非營利組織的創新 / 張
安梅著 ; 陳重亨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416 面; 21 公分 .-- (財經
企管 ; BCB766) .-- ISBN 978-986-52550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非營利組織 2.CST: 企業社會
學 3.CST: 企業管理 546.7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搶分題庫 / 陳思
緯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6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25-51-4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547
我,在世界盡頭找到我 : 我與一群十
六歲孩子在尼泊爾朝聖之途 / 張宜
玲著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海聲人智
學教育基金會, 11104 .-- 264 面; 23 公
分 .-- (生命叩門系列 ; 2) .-- ISBN 978986-93085-7-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社會服務 2.CST: 志工 3.CST:
尼泊爾 547.16
社區工作 / 吳明儒, 陳君儀, 李聲吼,
劉宏鈺, 周宇翔, 張玲如, 邱琬瑜, 黃
俐婷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
企業有限公司, 11104 .-- 3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2-859-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區工作 547.4
一個不落 : 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的理
論與實踐 / 黃承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視界, 11103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0-0-6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貧窮 2.CST: 社會福利 3.CST:
中國 548.16
告別貧困 : 精准扶貧的制度密碼 / 左
才, 曾慶捷, 王中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視界, 11103 .-- 300 面; 23 公分 .- (龍視界 ; VMC01) .-- ISBN 978-62695240-8-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貧窮 2.CST: 社會福利 3.CST:
中國 548.16

罪 4.CST: 詐欺罪 5.CST: 傳記
548.545

紅河邊的中國 : 滇西掛職行思錄 / 曹
東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103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240-9-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貧窮 2.CST: 社會問題 3.CST:
雲南省 548.16

洗錢犯罪與國際刑法規範的在地化
= Money laundering and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 許恒達著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690-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洗錢 2.CST: 國際刑法 3.CST:
論述分析 548.546

懲罰貧窮 : 大數據橫行的自動化時
代,隱藏在演算法之下的不平等歧視
/ 維吉尼亞.尤班克斯(Virginia Eubanks)
著 ; 洪慧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416 面; 21 公分 .-- (視野 ; 90) .-- ISBN
978-626-7089-38-5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貧窮 2.CST: 科技社會學
3.CST: 資料處理 4.CST: 美國
548.16
被害保護工作指引 = Victims support
guideline /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11102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512-2-9 (精
裝) 普遍級
1.CST: 被害者保護 2.CST: 社會福利
3.CST: 法律救濟 548.32
消費者保護法 / 何瑞富著 .-- 初版 .-臺北市 : 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5624-2-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消費者保護法規 548.39023
騙局 : 為什麼聰明人容易上當? / 瑪
莉亞.柯妮可娃(Maria Konnikova)著 ;
洪夏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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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416 面; 21 公分 .-- (科學新視野 ;
130) .-- ISBN 978-626-318-177-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犯罪心理學 2.CST: 欺騙
548.52
頭號人物 / 西門.克拉克(Simon Clark),
威廉.魯奇(William Louch)著 ; 張美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4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99-22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納克維(Naqvi, Arif, 1960- )
2.CST: 阿布拉吉集團 3.CST: 金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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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工作指引 = 2022 after-care
guideline / 許瑜庭, 嚴昌德, 江語柔, 呂
衍緯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11102 .-- 4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0691-6-9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更生保護 2.CST: 工作說明書
548.78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搶分
題庫 / 陳思緯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5-491 (平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社會政策 2.CST: 社會福利
549.1

經濟
金錢的另一端是「人」 : 高盛前交
易員教你大人、小孩都看得懂的幸
福經濟學 / 田內學著 ; 張佳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34-41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經濟學 / 高翠玲, 陳英純, 陳慧玲, 蔡
惠菁, 蔡惠琦, 旗立 財經 研究 室編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5-283-4 (上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經濟學 : 互動式教學 = Economics / 李
東杰著 .-- 一版修訂 .-- 臺北市 : 新陸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49-2-8 (下
冊: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總體經濟學 550
情感專賣店 : 歡迎光臨情感專賣店!
讓我們來告訴你情感商品的小祕密!
/ 賴詩涵, 莊雅茹, 劉丁宇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賴詩涵, 11102 .-- 155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43-9818-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經濟社會學 2.CST: 情感
550.16
元宇宙大投資 / 焦娟, 易歡歡, 毛永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 化出版 事業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3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9-13-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資訊經濟學 2.CST: 投資
3.CST: 電子商務 4.CST: 電腦資訊業
551.49
价值链观点下智能资本对企业市场
价值与净值差异影响之研究 : 以台
湾电子概念股之公开发行公司为例 /
林立伟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出
版, 11103 .-- 170 面; 26 公分 .-- 正體
題名:價值鏈觀點下智能資本對企業
市場價值與淨值差異影響之研究 :
以台灣電子概念股之公開發行公司
為例 .-- ISBN 978-626-95082-6-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智慧資本 2.CST: 實證研究
3.CST: 電子業 551.5
從統計看經濟 : 升東大名師教你聰
明解讀 83 組統計數據,了解世界經濟
的真相 / 宮路秀作著 ; 林姿呈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597-7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國際經濟 2.CST: 經濟地理
3.CST: 經濟指標 552.1
出賣中國 : 中共官場貪腐調查報告 /
裴敏欣著 ; 梁文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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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中國觀察 ; 34) .-- ISBN 978626-7129-01-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政治經濟分析 2.CST: 資本主
義 3.CST: 經濟情勢 4.CST: 中國
552.2
澳門政經二十年 / 楊鳴宇, 林仲軒, 吳
明軒, 廖志輝, 李展鵬, 呂開顏, 王紅
宇, 馬天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667-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政治經濟 2.CST: 社會發展
3.CST: 澳門特別行政區 552.2839

廉價日本 / 中藤玲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1104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761-3-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經濟發展 2.CST: 日本
552.31
SDGs : 我們想要的未來 : 17 項永續
發展目標&國際實踐範例 / 一般財團
法人 Think the Earth 編著 ; 沈盈盈譯 .- 二版 .-- [高雄市] : 社團法人台灣環
境教育協會出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
光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1132-7-4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產業政策 2.CST: 永續發展
553.1
實用企業併購法 : 理論與實務 / 賴源
河著 .-- 3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80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317-685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企業合併 2.CST: 企業法規
553.433
土地登記 : 法規與實務 / 陳銘福著 .- 十七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5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84-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土地登記 554.283
土地登記體系 / 許文昌著 .-- 四版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700-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土地登記 554.283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 : 一本專為
土地開發從業人員所寫的專業工具
書 / 王英欽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詹
氏書局, 11103 .-- 40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57-705-635-1 ( 精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土地開發 554.56
(不動產經紀人)不動產估價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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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93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 2.CST: 不動產業
554.89
聯想圖解不動產估價概要 / 黃國保
編著 .-- 第 8 版 .-- 臺北市 : 大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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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1103 .-- 496 面; 21 公分 .- (房地產叢書 ; 53) .-- ISBN 978-9578418-92-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 2.CST: 不動產業
554.89
不動產經紀人歷屆考題解析 / 曾文
龍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大日出
版有限公司, 11104 .-- 488 面; 21 公
分 .-- (房地產叢書 ; 60) .-- ISBN 978957-8418-93-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2.CST: 房地產法規
3.CST: 問題集 554.89022
不動產經紀人選擇題 100 分 / 曾文龍
編著 .-- 第 11 版 .-- 臺北市 : 大日出
版有限公司, 11103 .-- 624 面; 23 公
分 .-- (房地產叢書 ; 59) .-- ISBN 978957-8418-91-2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經紀業 2.CST: 問題集
554.89022
化學防護衣規範標準、檢測技術及
選用建議之探討 = Discussion on the
regulations, standards, testing techniques
and selection suggestions for chem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 洪粕宸, 林瑜雯研
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15-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勞工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555.56
沉箱施工作業安全問題及改善對策
研究 = Research on safety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of caisson
construction / 林楨中, 鄭慶武研究主
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 20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07-6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勞工安全 2.CST: 職業災害
555.56
高空工作車作業安全管理機制研究
= Research on safety management of
mobile elevating work platforms / 劉國
青, 許宏德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
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 11104 .-- 2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01-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工業管理
555.56

智能安全帽商品化功能確認及推廣
應 用 研 究 = Research on the
confirmation and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smart helmets / 陳旺儀, 李文進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 247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14-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安全設備
555.56
職安一點通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
級檢定完勝攻略. 2022 版 / 蕭中剛, 劉
鈞傑, 鄭技師, 賴秋琴, 徐英洲, 江軍,
葉日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8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2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555.56
(專技高考)職業安全衛生法規過關
寶典 / 劉永宏編著 .-- 第十五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4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20-92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3.CST: 法規 555.56023
大專院校研究生勞動關係相關論文
趨 勢 分 析 = Trend analysis on labor
relations related papers of postgraduat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陳威霖, 馬
德婕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 動及職 業安 全衛生 研究所 ,
11104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04-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勞資關係 2.CST: 文獻分析
556.6
大量解僱勞工後續就業及職涯追蹤
之 研 究 = Research on follow-up
employment and career tracking of a
large number of dismissed workers / 楊
裕如, 彭素玲研究主持 .-- 1 版 .-- 新
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11105 .-- 227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7125-08-3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勞資關係 2.CST: 僱傭管理
3.CST: 就業輔導 556.6
我國勞動契約試用期間勞動權益之
研析 = Protection of the probationary
period in labor contracts / 簡慧茹, 張玉
燕, 李玉春, 洪瑩容, 曾翔, 黃意婷著 .-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4 .-- 1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10-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勞動契約 2.CST: 勞工權利
556.6
我國礦場作業人員勞動關係之研究
= A study on labor relations of coal mine
workers in Taiwan / 陳威霖, 陳柏謙研
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4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05-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勞資關係 2.CST: 礦業 556.6
作業交付承攬安全衛生法制研究 =
Research on safety and health legal
system of work contracting / 林楨中, 王
翰翔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 動及職 業安 全衛生 研究所 ,
11105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06-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勞工安全 2.CST: 勞工衛生
556.83
原住民族勞工健康管理與職災危害
預防推廣研究 = Research on aboriginal
labor
health
management
and
occupational hazard prevention and
promotion / 洪敬宜, 葉錦瑩研究主
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 2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03-8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勞工安全
3.CST: 職業災害 4.CST: 臺灣原住民
族 556.83
職業水下銲接人員分級制度及訓練
課 程 研 究 = Research on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raining courses
of professional underwater welding / 沈
育霖, 黃漢勇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 動及職 業安 全衛生 研究所 ,
11105 .-- 2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11-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勞工教育 2.CST: 勞工訓練
556.83
自然人移動執行職務之勞動法令探
討 = The applicability of labor laws to
natural persons as service suppliers / 簡
慧茹, 陳筆, 彭素玲, 靖心慈, 黃意婷
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4 .-- 185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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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09-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勞動法規 2.CST: 勞工權利
3.CST: 勞動制度 556.84
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 / 馬翠華, 吳全
成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
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156 (平裝) NT$475 普遍級
1.CST: 勞工行政 2.CST: 勞動法規
556.84
花東地區在地多元運輸共享服務經
營輔導計畫 / 周諺鴻, 周宏儒, 味詩捷,
邱紫嘉, 邱慧瑜, 顏育文, 吳信輝, 陳
正杰, 何孟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 11103 .-- 136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31-392-0 ( 平 裝 )
NT$346 普遍級
1.CST: 交通管理 2.CST: 運輸系統
557
中華郵政在台減免資郵件 = Chung
Hwa Post’s free mail in Taiwan(19992019) / 余俊諺著 .-- 桃園市 : 余俊諺,
11104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93-5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郵政史 2.CST: 臺灣
557.6933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試題指
南. 2022 年 / 李奇嶽, 程健行, 陳善珮,
吳婷婷, 林佳蓉, 郭名龍, 陳彥蘅, 洪
小芬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5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航空運輸管理 2.CST: 客運
557.943
兩岸經濟合作與新南向政策 : 臺灣
的策略與佈局 / 郭國興著 .-- 增訂 3
版 .-- 臺北市 : 郭國興發行 : 雙葉書
廊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2 .-- 1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856-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兩岸經貿 2.CST: 經貿關係
3.CST: 經貿政策 558.52
(技術士)國貿業務乙級技能檢定學
術科得分寶典 / 吳怡萱編著 .-- 第三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02 .-- 580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520-931-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國際貿易實務 558.7

國際貿易實務. 三 / 秦玲美, 李法興編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26 公分 .- 技術高中商業與管理群 .-- ISBN
978-986-385-28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際貿易實務 558.7

財政；金融；投資

1.CST: 金融業 2.CST: 金融市場
3.CST: 伊斯蘭教 561.7
社會人的金融經濟通識課 / 森永康
平作 ; 胡毓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269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406-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金融學 561.7
疫後經濟大崩盤 : 通膨海嘯後崩盤

鴉片稅收與清末新政 / 劉增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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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603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近現代中華文
化思想叢刊 ; A0102022) .-- ISBN 978986-496-601-1 (平裝) NT$860 普遍級
1.CST: 財政史 2.CST: 晚清史 3.CST:
鴉片 560.92
26 堂致富心態校準課 : 世界富豪導
師 DAN LOK 駱鋒的「老子有錢」哲
學 / 駱鋒(DAN LOK)著 ; 辛亞蓓譯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亞
當斯密 ; 13) .-- ISBN 978-626-7092-1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金錢心理學 2.CST: 財富
3.CST: 成功法 561.014
金錢心態 : 認清金錢的價值,重新定
義慾望本質,做個真正「富足的人」
/ 森博嗣著 ; 童唯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3 .-- 240 面; 21 公分 .-- (Success ;
96) .-- ISBN 978-626-95156-8-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金錢心理學 2.CST: 價值觀
561.014
圖解區塊鏈的工作原理與機制 / 米
津武至著 ; 黃品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1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金融自動化 2.CST: 資訊科技
3.CST: 技術發展 561.029
伊斯蘭金融法學導引 : Shariah,18 億
人口紅利的共同規範 / 穆罕默德.塔
奇 . 烏 斯 馬 尼 (Mufti Muhammad Taqi
Usmani)著 ; 林維頌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林維頌出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2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825-6 (平裝) NT$850 普遍級

的市場與新商機 / 韓相完(한상완),
趙炳鶴(조병학)著 ; 李于珊, 顏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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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35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際金融市場 2.CST: 金融危
機 3.CST: 市場預測 4.CST: 投資
561.83
銀行法暨金融控股公司法 / 周伯翰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103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697-2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銀行法規 2.CST: 金融法規
3.CST: 公司法 562.12
你的存款比想像中更少 : 面對通貨
膨脹,你的財產正在不斷貶值 / 韋維,
韋秀英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
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6-97-6 (平
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563
金錢的心靈雞湯 : 讓人生致富的心
靈修練法 / 劉依沛著 .-- 初版 .-- [桃園
市] : 宏治國際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3028-5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富 中 之 富 的 財 富 方 程 式 = Wealth
share / 林偉賢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1-932-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財富 3.CST: 生活
指導 563
無 限 投 資 學 / 托 比 . 馬 帝 斯 (Toby
Mathis)著 ; 呂佩憶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489-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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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操盤手給年輕人的 15 堂理財
課 / 闕又上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482-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NFT 大未來 : 理解非同質化貨幣的第
一本書!概念、應用、交易與製作的
全方位指南 / 成素羅(성소라), 羅夫.
胡佛(Rolf Hoefer), 史考特.麥勞克林
(Scott McLaughlin)著 ; 黃菀婷, 李于珊,
宋佩芬, 顏崇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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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8) .-- ISBN 978-986-50637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3.CST: 經濟預測 563.146
NFT 狂潮 : 進入元宇宙最關鍵的入口,
擁抱千億商機的數位經濟革命 / 麥
特.福特諾(Matt Fortnow), 屈哈里森.
泰瑞(QuHarrison Terry)著 ; 許可欣, 張
明心, 李立心, 楊雅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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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1 公分 .-- (新商
業周刊叢書 ; BW0797) .-- ISBN 978626-318-196-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563.146
支付金融大未來 : FinTech 到加密貨
幣,看支付方式如何顛覆你我購物、
理財和投資的未來 / 戈特弗里德.萊
勃朗(Gottfried Leibbrandt), 娜塔莎.德
特蘭(Natasha de Terán)著 ; 游懿萱, 曹
嬿恆, 吳慕書, 王怡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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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3 公分 .-- (新商
業周刊叢書 ; BW0791) .-- ISBN 978626-318-190-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563.146
加密貨幣聖經 : 數位貨幣、數位資
產、加密交易與區塊鏈的過去與未
來 / 安東尼.路易斯(Antony Lewis)著 ;
趙盛慈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4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658-773-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563.146

「財經部落客」夏綠蒂的 ETF 商學
院教你用一支股賺 3850 萬 : 只要一
年買一次,保證避開地雷股的周公投
資法! / 夏綠蒂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有限公司, 11103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64-88-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理財 563.5
圖解第一次買基金就上手 : ETF 最新
修訂版 / 李明黎著 .-- 修訂五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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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0-217-3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1.CST: 基金 2.CST: 投資 563.5
(圖解)波段、當沖、美股三贏!日本
股神的線圖獲利法 / 相場師朗著 ; 葉
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7-7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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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0+台股 基金超額獲 利很簡 單 ! :
「鈔錢部署」新概念,存股不如存台
股基金! / 盧燕俐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08 面; 23
公分 .-- (致富方舟 ; 2) .-- ISBN 978626-709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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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人買的股票和你不一樣 / 金賢
俊著 ; 陳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3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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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股市小白都懂的股票投資 : 選對
股穩穩賺,實證有效、多空都獲利的
實戰策略與心法 / 保羅.姆拉傑諾維
奇(Paul Mladjenovic)著 ; 陳正芬譯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400 面; 23 公分 .-- (TOP ; 16) .-- ISBN
978-626-95459-2-6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最強股市技術分析操作範例 / 陳昭
倫, 趙元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
經傳訊出版社, 11104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29-1-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尋找百倍股 / 克里斯多福.邁爾
(Christopher May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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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225-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563.53
給存股新手的財富翻滾筆記 : 最適
合小資族的「金融股 543 規律」,用
薪水 4 萬輕鬆打造年收股息 20 萬! /
小車 X 存股實驗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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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272
面; 21 公分 .-- (富能量 ; 34) .-- ISBN
978-626-7046-4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563.53
90 天 900 萬 : 寫給迷途交易者的速
度盤獲利心法 / 林昭賢著 .-- 初版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10 週年經典增訂版 .-- ISBN
978-626-7102-30-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期貨交易 2.CST: 投資心理學
563.534
一個操盤手的虧損自白 : 長銷 30 年
的獲利經典 / 吉姆.保羅(Jim Paul), 布
南登.莫尼漢(Brendan Moynihan)作 ;
陳重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58) .-ISBN 978-626-7014-47-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期貨交易 2.CST: 投資心理學
563.534
投資保單全解 / 吳家揚著 .-- 初版 .-新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11104 .-224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601-9-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投資組合保險 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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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院判決看透政府採購契約. 財物
勞務篇 / 陳錦芳, 陳高星, 劉時宇, 林
哲安, 邱煌傑作 ; 陳錦芳主編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長 昇 法 律 事 務 所 ,
11103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15-2-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政府採購 2.CST: 契約 3.CST:
判決 4.CST: 勞務管理 564.72023
(記帳士)稅務相關法規概要(包括所
得稅法、稅捐稽徵法、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 / 方君編著 .-- 第二十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95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稅法 567.023
稅法總論 / 陳清秀著 .-- 12 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8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6996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稅法 2.CST: 論述分析
567.023
稅務法規 : 理論與應用 / 楊葉承, 宋
秀玲, 楊智宇編著 .-- 14 版修訂 .-- 臺
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8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49-1-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稅法 567.023
實用不動產稅法精義 / 李佩芬編著 .- 九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2 .-- 5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14-9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直接稅 2.CST: 房屋稅 3.CST:
土地稅 4.CST: 稅法 567.2023
輕鬆看土地稅法規 / 陳坤涵編著 .-- 4
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04 .-2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259-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土地稅 2.CST: 稅法
567.24023

政治
<<勸學篇>><<勸學篇書後>>注評 /
馮天瑜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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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388 面;
23 公分 .-- (當代名家叢書. 馮天喻選
集 ; A0503001) .-- ISBN 978-986-496606-6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中國政治思想 570.92

解構專制 : 明末清初「新民本」思
想研究 / 馮天瑜, 謝貴安合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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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330 面; 23 公分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傳統中華文化
思想叢刊 ; A0100081) .-- ISBN 978986-496-613-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中國政治思想 2.CST: 明清史
570.926
帝國與文明 : 政治思想的全球轉向 /
曾國祥, 劉佳昊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584 面; 21 公分 .-- (歷史大講
堂) .-- ISBN 978-957-08-624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西洋政治思想 2.CST: 政治思
想史 570.94
比較的幽靈 : 民族主義、東南亞與
全 球 / 班 納 迪 克 . 安 德 森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作 ; 陳信
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3 .-- 576 面; 21 公分 .-- (Beyond) .- ISBN 978-626-7052-24-2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民族主義 2.CST: 區域研究
3.CST: 東南亞 571.11
地緣政治學 / 許湘濤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47-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地緣政治 571.15
(初等考試)行政學大意 : 看這本就夠
了 / 林志忠編著 .-- 第二十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7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政學 572
(初等考試)行政學大意焦點速成 / 林
志忠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5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政學 572
比較政治精要 / 林強著 .-- 新北市 : 晶
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11103 .-- 340 面;
23 公分 .-- (國家考試專用叢書) .-ISBN 978-626-95092-1-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比較政治 572

统一不传下一代. 二 / 李梦舟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中國夢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3 .-- 247 面; 30 公分 .-- 正體
題名:統一不傳下一代 .-- ISBN 978986-97635-5-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臺灣問題
3.CST: 國家統一 4.CST: 文集
573.09
统一不传下一代. 三 / 李梦舟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中國夢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3 .-- 387 面; 30 公分 .-- 正體
題名:統一不傳下一代 .-- ISBN 978986-97635-6-1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臺灣問題
3.CST: 國家統一 4.CST: 文集
573.09

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 何亞非著 .-初版 .-- 臺北市 : 龍時代, 11102 .-- 212
面; 23 公分 .-- (社會館 ; ES019) .-ISBN 978-626-95265-7-4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國際政
治 574.1
國際發展援助的中國方案 / 王濼等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龍 時 代 ,
11102 .-- 252 面; 23 公分 .-- (社會館 ;
ES018) .-- ISBN 978-626-95265-6-7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援外
574.1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 錢穆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18-2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政治制度 2.CST: 中國史
573.1

從上而下的改革 : 習近平時期中共
幹部監督與動員 / 張執中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2 .-- 216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317-656-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政治改革 2.CST: 中國大陸研
究 574.1

(初等考試)人事行政大意焦點速成 /
林志忠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95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事行政 2.CST: 考詮制度
573.4

*西朝鮮 : 為奴之地 / 余杰著 .-- 臺北
市 :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2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29-8-8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言論集
574.107

國家考試數位轉型發展及推動計畫 /
考選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考選部,
11102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0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考選部 2.CST: 國家考試
3.CST: 數位化 573.442

中國外交論 / 趙宏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87-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外交 2.CST: 國際關係
574.18

全國性公民投票及新竹市地方性公
民投票選務實錄. 110 年 / 新竹市選
舉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竹市 : 新
竹市選舉委員會, 11102 .-- 3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7-87-6 (平裝)
NT$528 普遍級
1.CST: 公民投票 2.CST: 新竹市
573.63

犯罪分析與安全治理 / 孟維德著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88-1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1.CST: 警政 2.CST: 犯罪防制 575.8

全國性公民投票選務總報告. 110 年 /
嘉義市選舉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嘉
義市 : 嘉義市選舉委員會, 11103 .-2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0907-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公民投票 2.CST: 嘉義市
5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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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規專輯 / 鄭家強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鄭家強, 11102 .-- 冊 .-ISBN 978-957-43-9835-5 (上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957-43-9836-2 (下
冊:平裝) NT$400 .-- ISBN 978-957-439837-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警政法規 575.8
危險物品管理辦法勝經 / 游象傳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小紅指南工作
室 , 11103 .-- 冊 .-- ISBN 978-626-

95355-4-5 ( 上 冊 : 平 裝 ) NT$750 .-ISBN 978-626-95355-5-2 (下冊:平裝)
NT$850 .-- ISBN 978-626-95355-6-9 (全
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安全 2.CST: 消防安全
575.864
全民防災能力提升輔導及精進計畫.
110 年 = Improvement for all people
flood mitigation of 2021 / 國立臺灣大
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濟部水
利署, 11102 .-- 2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276-1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600 普遍級
1.CST: 防災教育 2.CST: 災害應變計
畫 575.87
建築用門現場遮煙性能測試技術指
引 = The guideline of evaluating smoke
control performance of doors / 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編輯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102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6-97-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消防安全
575.875
圖解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 盧守謙,
陳承聖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97-3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消防安全
575.875
圖解避難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 盧守
謙, 陳承聖作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98-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消防設施 2.CST: 消防安全
575.875
紅色基因 : 傳承機制變遷與當代建
構 / 張立, 金新亮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視界, 11102 .-- 2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240-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國共產黨 2.CST: 文化
576.25
SDGs 系列講座 SDGs 超入門 : 60 分
鐘讀懂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
Bound 著 ; 陳識中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15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聯合國 2.CST: 永續發展
578.14
台湾美国隐形的次殖民地 / 李梦舟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國夢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03 .-- 198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台灣美國隱形的次殖民
地 .-- ISBN 978-986-97635-7-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臺美關係 2.CST: 中華民國外
交 578.2
JUMP! 人 生 障 礙 賽 = JUMP!life
obstacle race / 游婉琪撰文 .-- 初版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11103 .-- 208
面; 23 公分 .-- (法扶叢書 ; 9) .-- ISBN
978-986-92452-7-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國際人權公約 2.CST: 身心障
礙者 579.27

法律
(司法特考)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
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兩岸關係、
英文) / 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著 .-第十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71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96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東吳公法論叢. 第十三卷 / 蔡志方, 許
家馨, 許家源, 王韻茹, 陳愛娥, 吳明
孝, 紀和均, 黃仁俊合著 ; 東吳大學法
律系公法研究中心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693-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公法 2.CST: 文集 580.18707
司法的主宰與敬畏,誰有權利寬恕兇
手 : 黑色法袍的由來、正義女神蒙
上雙眼的原因、刑訊背後的祕密 /
張建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6-98-3 (平
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文集 580.7
跨國法之啟蒙與薪傳 : 李復甸教授
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 王士維, 王國
治, 王啟行, 伍偉華, 何佳芳, 吳光平,
吳盈德, 宋連斌, 李後政, 林昕璇, 林
恩瑋, 孫韓旭, 許兆慶, 許志華, 許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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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陳志瑋, 陳盈如, 曾麗凌, 馮霞, 蔡
佩芬, 鄭瑞健, 賴淳良, 藍元駿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5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17-680-5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法學 2.CST: 文集 580.7
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 /
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著 ; 謝美
裕, 尤陳俊譯 .-- 新北市 : 華藝數位股
份有限公司學術出版部出版 : 華藝
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7-1952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中國法制史 2.CST: 性犯罪
3.CST: 性倫理 580.92
禮之退隱 : 近代中國刑律變動及其
思想爭論 / 成富磊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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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194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
思想叢書. 傳統中華文化思想叢刊 ;
A0100078) .-- ISBN 978-986-496-610-3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中國法制史 580.92
永 久 和 平 標 準 . 2022 春 季 版 =
Constitution standard for permanent
peace / 黃千明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永久和平發展協會, 11102 .- 30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16-4-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憲法 581
法律的第一堂課 / 黃蓮瑛著 .-- 7 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04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1-260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18
個人資料保護法論 / 楊智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698-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資訊法規 2.CST: 資訊安全
584.111
數位時代下勞工資訊隱私權保護之
研 究 = A study on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information privacy rights in the
digital era / 顏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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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12-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勞工就業 2.CST: 隱私權
3.CST: 資訊安全 4.CST: 資訊法規
584.111
王文堯,許添盛醫師在找你 / 許添盛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許 添 盛 ,
1110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17-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房地產業 2.CST: 不動產
584.212
親屬法講義 / 林秀雄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696-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親屬法 584.4
*民事、家事官司與狀例 / 李永然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80 面; 21 公
分 .-- (法律防身系列 ; 23) .-- ISBN
978-957-485-501-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民事訴訟法 2.CST: 家事事件
法 3.CST: 書狀 586.1
民事訴訟法 / 姜世明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764 面; 23 公分 .-- (伊薩法學
系列 ; 21) .-- ISBN 978-986-526-181-8
(下冊: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民事訴訟法 586.1
民事訴訟法基礎論 / 姜世明著 .-- 13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691-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事訴訟法 586.1
刑事訴訟法 / 王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著 .-- 六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7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179-5 (上冊: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刑事訴訟法 586.2
憲法權利與證據法則 / 蘇凱平著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368 面; 21 公分 .-- (證據法論
叢 ; 1) .-- ISBN 978-957-511-694-1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刑事訴訟法 2.CST: 刑事審判
3.CST: 證據 586.2
數位科技與證據法則 / 蘇凱平著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400 面; 21 公分 .-- (證據法叢
論 ; 2) .-- ISBN 978-957-511-695-8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證據 2.CST: 數位科技 3.CST:
刑事訴訟法 586.6
行政法 / 吳志光著 .-- 十一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64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86-3 (平裝) NT$795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圖解行政法 / 王保鍵著 .-- 十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66-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辦理兩岸公、認證與文書驗證實用
手冊 / 鄭雲鵬編 .-- 第 3 版 .-- 臺北市 :
大陸委員會, 11101 .-- 4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7-84-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公證 2.CST: 司法文書 3.CST:
兩岸關係 589.43022
(司法特考)監獄學(含概要)系統整理
/ 高昇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6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獄政 2.CST: 犯罪矯正 589.8

軍事
歐亞海上之主 : 群雄紛起的海上大
亂鬥 / 傑佛瑞.格雷許著 ; 葉文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96 面; 21 公
分 .-- (歷史與現場) .-- ISBN 978-626335-117-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海權 2.CST: 戰略 3.CST: 歐亞
大陸 592.42
武器奇才 : 以色列成功打造新創生
態圈的關鍵 / 雅科夫.卡茨(Yaakov
Katz), 阿米爾.鮑伯特(Amir Bohbot)作 ;
常靖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燎原出版,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86-1-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軍事科學 2.CST: 軍事技術
3.CST: 武器 4.CST: 以色列 595
太空梭與火箭 : 「李─阿思本艦隊」
案新探 / 尹傳順作 .-- 新北市 : 赫奕
出版社, 11104 .-- 400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95800-0-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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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海軍 2.CST: 軍事史 3.CST: 近
代史 4.CST: 中國 597.92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 : 當代史學的
反思與闡釋 / 楊念群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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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544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
思想叢書. 當代中華文化思想叢刊 ;
A0103013) .-- ISBN 978-986-496-621-9
(平裝) NT$760 普遍級
1.CST: 史學 2.CST: 史學評論 601.3
中國史學發微 / 錢穆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8 面; 21 公分 .-- (錢穆作品
精萃) .-- ISBN 978-957-14-7413-7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史學 2.CST: 中國 601.92
反思現代 : 近代中國歷史書寫的重
構 / 黃克武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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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292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
書. 近現代中華文化思想叢刊 ;
A0102018) .-- ISBN 978-986-496-616-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史學史 2.CST: 近代史 3.CST:
中國 601.92
王世貞史學研究 / 孫衛國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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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388 面; 23 公分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傳統中華文化
思想叢刊 ; A0100071) .-- ISBN 978986-496-608-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明)王世貞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史學 601.92
經世與實業 : 劉廣京院士百歲紀念
論文集 / 黎志剛, 潘光哲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460 面; 23 公分 .-(史地傳記類)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52-4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史學 2.CST: 文集 607

中國史

國史新論 / 錢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60
面; 21 公分 .-- (錢穆作品精萃) .-ISBN 978-957-14-7414-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史 2.CST: 史學評論
610.81
太喜歡歷史了 :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
史. 10, 清與民國 / 知中編委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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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69-52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笑談中國歷史 / 林淑珺作 .-- 二版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14-740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610.9
被消失的中國史 : 鳥盡弓藏到赤壁
之戰 / 白逸琦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中華文明大系 ; 3) .-- ISBN
978-986-178-594-3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中國歷史研究法 / 錢穆作 .-- 初版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19-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史學方法 2.CST: 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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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斷代史
南北朝啟幕戰史 / 李碩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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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196-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南北朝史 2.CST: 戰史 623.4
大明帝局 : 被閹割的王朝,士大夫的
奴化 / 程萬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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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2-148-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明史 2.CST: 通俗史話 626

從乞丐到皇帝 / 吳晗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00 面; 21 公分 .-- (吳晗作品
集 ; 1) .-- ISBN 978-626-7025-78-9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明太祖 2.CST: 傳記 626.1

978-986-496-617-2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1.CST: 中韓關係 2.CST: 明代
643.207

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 / 楊天
宏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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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522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近現代
中華文 化思想 叢刊 ; A0102017) .-ISBN 978-986-496-603-5 ( 平 裝 )
NT$740 普遍級
1.CST: 近代史 2.CST: 中國史 627.6

歐戰後美國視野下的中國 : 現況、
海盜與長江航行安全問題 = China in
the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 : situation,piracy,and safe
navigation on the yangtze river / 應俊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有限公司, 11103 .-- 536 面; 21 公
分 .-- (民國論叢 ; 9) .-- ISBN 978-6267036-78-5 (精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中美關係 2.CST: 外交史
645.24

中國文化史

中國地方志

中國文化史 / 陳登原撰 .-- 修訂七
版 .-- 臺北市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冊 .-- ISBN 978-957-060656-0 (全套:精裝) NT$240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中國 630

四川文化簡史 / 吳顯奎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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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400 面; 23 公分 .-(地域文化研究叢書 ; A0200007) .-ISBN 978-986-496-597-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四川省
672.74

中國文化近代轉型管窺 / 馮天瑜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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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438 面; 23 公分 .- (當代名家叢書. 馮天瑜選集 ;
A0503002) .-- ISBN 978-986-496-615-8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近代史 3.CST:
中國 637
回民 : <<清實錄>>所載 1800 年前大
清帝國與伊斯蘭教彙編 / 孔德維, 黃
庭彰, 李依肋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92 面; 21 公分 .-- (史地傳記類)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56-2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回族 2.CST: 清史 3.CST: 史料
4.CST: 實錄 639.4

中國外交史
大明旗號的小中華意識 : 朝鮮王朝
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 / 孫衛
國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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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480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傳統中
華文化思想叢刊 ; A0100070)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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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
用中国的官方/权威文献明证 / 刘汉
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雪域出版社,
11103 .-- 850 面; 23 公分 .-- (雪域叢
書 ; 44) .-- 正體題名:西藏自古以來就
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用中國的官方/
權 威 文 獻 明 證 .-- ISBN 978-98606477-3-0 (精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西藏自治區
676.62

世界史地
比小說更好看的世界史 / 赫伯特.喬
治.威爾斯作 ; 謝凱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
11104 .-- 432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
用 ; 151) .-- ISBN 978-986-392-43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711
世界史偵探柯南. 8, 龐貝古城的開挖
/ 青山剛昌原作 ; 谷仲津奈, 山浦聰漫
畫 ; 黃薇嬪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783-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文化史 3.CST:
漫畫 711
你可以沒實力,但要懂戰略 : 羅輯思
維. 歷史篇 / 羅振宇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30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0712
種)(我思 ; 9) .-- ISBN 978-986-5596-7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思維方法
3.CST: 通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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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155-3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漫畫 711
人類歷史變化最大的一百年 : 世界
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20 世紀的戰
爭、科技、民主、流行樂......刻劃出
現代社會的模樣 / 傑洛米.布萊克
(Jeremy Black)作 ; 謝慈譯 .-- 初版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3-18-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現代史 712.8
失控的轟炸 : 人道與人性的交戰,造
就二戰最漫長的一夜 / 麥爾坎.葛拉
威爾(Malcolm Gladwell)著 ; 鄭煥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葛拉威爾作品集 ; 10) .-ISBN 978-626-335-127-1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2.CST: 空戰
史 712.84
1683 年 : 近世世界的變貌 / 島田龍登
編 ; 游韻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歷史的轉換期 ;
7) .-- ISBN 978-957-05-3403-0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世界史 713
公職考試講重點 : 世界文化史 / 丁永
恩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6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078-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世界史 713

圖解文明大事紀 : 5000 年中外文明
互鑒 / 王其鈞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4 .-- 100 面;
34 公分 .-- ISBN 978-986-377-767-0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世界史 713
山與海之間有人還有神 / 賴小馬作 .- 初版 .-- 宜蘭縣員山鄉 : 賴志遠,
11102 .-- 2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5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世界地理 719
身有彩鳳雙飛翼. 第二部 / 李壽民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李壽民,
11102 .-- 144 面; 26 公分 .-- (旅遊小
品) .-- ISBN 978-957-43-981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東北亞近代空間的形成及其影響 /
李曉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
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520
面; 23 公分 .-- (史地傳記類)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51-7 (平裝)
NT$82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文集 4.CST: 東北亞 730.07
早知道就讀這本.圖解日本史 : 繩文、
鎌倉、安平到戰國,再到江戶幕府及
戰後,上課、追劇後還不明白的日本
歷史從這懂! / 河合敦著 ; 劉錦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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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36 面; 23 公
分 .-- (經典一日通 ; BI2014X) .-- ISBN
978-626-318-206-6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日本史 731.1
明治小說便利帖 : 從食、衣、住、
物走入明治小說的世界 / 章蓓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出版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
司發行,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日本再發現 ; 21) .-- ISBN 978-62695743-2-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文化 2.CST: 風俗 3.CST: 社會
生活 4.CST: 明治時代 5.CST: 日本
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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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的誕生 : 武士所創建的戰亂之
都 / 桃崎有一郎作 ; 周若珍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336 面;
21 公分 .-- (Historia ; MU0050) .-- ISBN
978-986-0767-86-5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日本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日本京都市 731.7521
暢談日本 / 汶莎, 安塔, 和葉, 破風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有限公司, 11102 .-- 2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80-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日本 731.9
失落的衛星 : 深入中亞大陸的旅程 /
劉子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
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11103 .-- 312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林 ; LF0157) .-ISBN 978-626-7061-13-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旅遊文學 3.CST:
中亞 734.09

臺灣史地
臺灣開發史 / 薛化元編著 .-- 修訂七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1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開發史 733.22
暴風、葛藤、隼 : 牡丹社事件 / 施百
俊編劇 ; 張重金漫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 11104 .-208 面; 21 公分 .-- (Fun 系列 ; 87) .-ISBN 978-626-335-148-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牡丹社事件 2.CST: 漫畫
733.2768
日治時期理蕃政策研究 : 以東臺灣
「集團移住」與「蕃地稻作」為例 /
何佳龍著 .-- 臺東市 : 財團法人東台
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 11102 .-206 面; 21 公分 .-- (東臺灣叢刊 ; 17) .- ISBN 978-986-90645-7-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臺灣原住民族
3.CST: 殖民政策 4.CST: 農業政策
733.28

原來 228 : 湯德章之死與臺灣戰後特
務派系政治的成形 / 張若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講台文化有限公司,
11102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82-2-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二二八事件 733.2913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 蘇東啟案史料
彙編 / 吳俊瑩, 歐素瑛, 黃翔瑜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史館, 11109 .-冊 .-- ISBN 978-626-7119-05-1 (全套:
精裝) NT$2460 普遍級
1.CST: 臺灣獨立運動 2.CST: 白色恐
怖 3.CST: 政治迫害 4.CST: 臺灣史
733.2931
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
讀 / 葉高華編著 ; 蘇峯楠轉譯圖繪
製 .-- 二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 ; 臺北市 :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1102 .-- 20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557-2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歷史地圖 2.CST: 古地圖
3.CST: 清領時期 4.CST: 臺灣
733.35
臺灣的世界遺產潛力點 / 平野久美
子著 ; 楊玉鳳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76 面; 21 公分 .-- (Life & Leisure.優
遊) .-- ISBN 978-957-08-624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遺產 2.CST: 自然景觀
3.CST: 臺灣 733.6
Joyce 的徒步環島 68 天 / 謝季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16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徒步旅行
733.69
菊元百貨 : 漫步臺北島都 / 文可璽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03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6-17-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消費文化
3.CST: 人文地理 4.CST: 臺北市
733.9/101.4
武陵圖鑑 : 從計畫來認識一個學校
的圖像讀本 = 計画から写真でこの
学校がわかる本 / 姜昌明著 .-- 初
版 .-- 桃園市 : 姜昌明美學工作室,
11103 .-- 2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84789-6-1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教育計畫 4.CST: 桃園市
733.9/109.4
故鄉訪勝社區深描. 第 2 集, 龍潭老
街區風華記憶 / 徐榮俊, 曾新蔘, 黃郁
茹, 鄭美芳, 橙藝視 覺設 計公 司編
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市龍潭區
公所, 11103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7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老街 2.CST: 人文地理 3.CST:
桃園市龍潭區 733.9/109.9/119.4
新竹縣志續修. 卷八, 文化志 =
Continued redaction chronicle of
HsinChu County / 林保堯, 范明煥, 王
惠珍, 曾作振, 余季音, 李充文, 劉美
枝, 蘇秀婷, 黃健敏, 蕭銘芚, 施富錡,
梁莉苓, 李乾朗, 羅又睿, 邱彥貴撰稿 ;
張勝彥總編纂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
市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1103 .-- 4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91-13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新竹縣
733.9/111.1
新竹縣志續修. 卷四, 政事志 =
Continued redaction chronicle of
HsinChu County / 戴寶村, 蕭景文, 楊
書濠, 陳亮州, 范棋崴, 蔡昇璋撰稿 ;
張勝彥總編纂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
市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1103 .-- 6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91-128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方志 2.CST: 新竹縣
733.9/111.1
精 采 忠 情 . 話 圳 頭 = Someone,
something, somewhere in time / 侯建全,
楊心怡, 趙柔榛, 謝世昌, 蕭麗雎, 顧
芯榆作 .-- 嘉義市 : 社團法人嘉義市
東區精忠社區發展協會, 11103 .-- 80
面 ;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06132-1-6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訪談 3.CST:
嘉義市 733.9/126.4
文化首都 : 二 0 二一臺南文化藝術成
果 專 輯 . 2021 = Tainan, the cultural
capital / 陳修程總編輯 .-- 臺南市 : 臺
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02 .-- 138 面; 30
公分 .-- (臺南生活叢書) .-- ISBN 978986-5487-89-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文活動 2.CST: 臺南市
733.9/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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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馬行腳 / 臺南市左鎮區左鎮國民
小學師生故事編寫 ; 蘇玉嬋, 林軒丞,
吳亞娜, 林廷諺, 買以謙, 吳亞恬, 莊
懿暘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
左鎮區左鎮國民小學, 11103 .-- 40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5487-911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自然景觀 3.CST:
繪本 4.CST: 臺南市左鎮區
733.9/127.9/117.2
成為池上 : 我們如何想像地方發展
的可能性? / 黃宣衛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450 面; 21 公
分 .-- (左岸人類學 ; 331) .-- ISBN 978626-95646-8-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區域開發 3.CST:
社區總體營造 4.CST: 臺東縣池上鄉
733.9/139.9/109.2

歐洲史地
十字軍首役 : 以聖戰為名的權力遊
戲,形塑歐洲文明的重要之戰 / 彼德.
梵科潘(Peter Frankopan)著 ; 胡宗香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84 面; 21 公
分 .-- (彼德.梵科潘作品集) .-- ISBN
978-957-08-624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us I,
Comnenus, Emperor of the East, 10481118.) 2.CST: 十字軍東征 3.CST: 戰
史 740.236
氣味文明史 : 從惡魔的呼吸到愉悅
的香氣,一段文藝復興到 21 世紀的人
類嗅覺開發史 / 羅勃.穆尚布萊著 ; 邱
瑞鑾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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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352 面; 22 公分 .-- (貓頭鷹書房 ;
465) .-- ISBN 978-986-262-539-2 (平裝)
NT$510 普遍級
1.CST: 嗅覺 2.CST: 文明史 3.CST: 歐
洲 740.3
血色大地 : 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
間的東歐 / 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著 ; 陳榮彬, 劉維人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640
面; 21 公分 .-- (Beyoud ; 36)(世界的啟
迪) .-- ISBN 978-626-7052-25-9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史達林(Stalin, Joseph, 18781953) 2.CST: 希特勒(Hitler, Adolf,
1889-1945) 3.CST: 東歐史 4.CST: 種
族滅絕 5.CST: 猶太民族 6.CST: 第二
次世界大戰 740.73
德意志的美與罪 / 余杰作 .-- 初版 .-臺北市 :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448 面; 21 公分 .-- (Touch 系列 ; 20) .- ISBN 978-986-06294-7-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德國史 2.CST: 希特勒時代
743.257
出走,朝聖的最初 / 阿光(游湧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3 .-- 288 面; 22
公分 .-- (眾生 ; JP0192) .-- ISBN 978626-95738-5-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朝聖 2.CST: 遊記 3.CST: 西班
牙 746.19

美洲史地
不講理的共和國 : 國家暴力與帝國
利益下的犧牲品,一部原住民族對抗
美國西拓的血淚哀歌 / 克勞迪奧.桑
特(Claudio Saunt)著 ; 羅亞琪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512 面; 21 公分 .- (歷史. 世界史) .-- ISBN 978-957-053405-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美國史 2.CST: 印地安族
3.CST: 遷移 752.1
末日前,獨自闖蕩世界 : 中南美 62 天
紀實之旅 / 郭士萱著 .-- 臺北市 : 郭
士萱, 11103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68-3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旅遊文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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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迷茫的時候,你前進! : 羅輯思維.
人物篇 / 羅振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0714 種)(我
思 ; 11) .-- ISBN 978-986-5596-73-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通俗作品
781
閱讀女作家 : 從<<簡愛>>到<<暮光
之城>>,女性的書寫與生命故事 / 卡
塔 玲 娜 . 馬 倫 霍 茲 (Katharina
Mahrenholtz), 朵 恩 . 帕 里 西 (Dawn
Parisi)著 ; 麥德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461-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女作家 2.CST: 世界傳記
781.054
英雄養成記 : 歷代功臣的豐功偉業 /
韓明輝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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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istory 系列 ; 78) .- ISBN 978-626-335-073-1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中國 782.1
鬼才養成記 : 歷代能人的黃金頭腦 /
韓明輝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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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ISTORY 系列 ;
79) .-- ISBN 978-626-335-07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漫畫 3.CST: 中國
782.1
用生命博取自由 / 周繼能編著 .-- 臺
北市 : 獵海人, 11102 .-- 冊 .-- ISBN
978-626-95657-0-2 ( 上 冊 : 平 裝 )
NT$500 .-- ISBN 978-626-95657-1-9 (下
冊: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偷渡 3.CST: 中
國 782.187
曹雪芹的家族印記 / 黃一農著 .-- 初
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11105 .-- 62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116-98-8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清)曹雪芹 2.CST: 家族史
3.CST: 傳記 782.7
司馬遷 / 劉銀昌作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
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03 .-- 136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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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986-5493-34-9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1.CST: (漢)司馬遷 2.CST: 傳記
782.821
王維 / 霍麗婕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03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3-31-8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唐)王維 2.CST: 傳記
782.8415
王安石 / 石繼航作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1104 .-- 160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ISBN 978-986-5493-30-1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1.CST: (宋)王安石 2.CST: 傳記
782.8515
蘇軾 / 司聃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03 .-- 1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3-29-5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宋)蘇軾 2.CST: 傳記
782.8516
郭守敬 / 甯雨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04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3-33-2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元)郭守敬 2.CST: 傳記
782.8574
史可法 / 胡輝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04 .-- 168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986-5493-35-6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明)史可法 2.CST: 傳記
782.868
鄭成功 / 盛文強作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11104 .-- 136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ISBN 978-986-5493-32-5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1.CST: (明)鄭成功 2.CST: 傳記
782.869
張之洞評傳 / 馮天瑜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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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430 面; 23 公分 .-- (當代名家

叢 書 . 馮 天 瑜 選 集 ; A0503003) .-ISBN 978-986-496-611-0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清)張之洞 2.CST: 傳記
782.878
魯迅的一生 / 曹聚仁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05 .-33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484-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周樹人 2.CST: 傳記 782.884
張愛玲 : 孤獨的人有他們自己的泥
沼,一本書讀懂華人文壇奇女子張愛
玲 / 大風文創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15-6-1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張愛玲 2.CST: 傳記 3.CST: 作
家 4.CST: 文學評論 782.886
美好征途 / 何卫华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2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16-0-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自傳 782.887
梟雄淘盡 : 北洋從政實錄 / 張國淦原
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4 .-- 482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215)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01-5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張國淦 2.CST: 傳記 782.887
鄂贛粵瓊廿七年 : 老營之後憶前塵
(1951.01-1978.01) = 27 years in
Wuhan,Nachang,Guangzhou & Hainan
successively : a reminiscence of a CCP
war veterans' offspring / 徐澤榮著 .-- 初
版 .-- 台北市 : 知彼堂出版社, 11103 .- 6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43-0-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徐澤榮 2.CST: 傳記 782.887
樊錦詩 / 顧抒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04 .-- 168 面; 21
公分 .-- (嗨!有趣的故事) .-- ISBN 978986-5493-37-0 (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樊錦詩 2.CST: 傳記 782.887
我是漫畫家 : 「漫畫之神」手塚治
虫唯一親筆自傳 / 手塚治虫著 ; 謝仲
其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199-9 (平
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手塚治虫 2.CST: 漫畫家
3.CST: 傳記 4.CST: 日本 783.18

1.CST: 洪元煌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杜若 / 陳榮俊總編輯 .-- 初版 .-- 雲林
縣虎尾鎮 : 東瑩實業有限公司,
11103 .-- 192 面; 21 公分 .-- (發現雲林
人系列 ; 8) .-- ISBN 978-986-98639-1-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雲林縣
783.36/123

吳敏求傳 : 從零到卓越的識與謀 / 吳
敏求等口述 ; 楊倩蓉採訪撰文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36 面; 21 公
分 .-- (財經企管 ; BCB765) .-- ISBN
978-986-525-488-9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吳敏求 2.CST: 企業家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八十憶往 : 家國與近代外交史學 / 李
恩涵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760 面;
21 公分 .-- (史地傳記類)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55-5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李恩涵 2.CST: 史學家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兒童與我 : 乘著歌聲翅膀的小兒外
科醫師 / 莊錦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觀成長 ;
42) .-- ISBN 978-626-335-149-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莊錦豪 2.CST: 醫師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女,走往身體的朝聖 : 女性覺醒,社會
創業,正向月經 / 林念慈著 .-- 初版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340 面; 21 公分 .-- (生活
美學 ; A011) .-- ISBN 978-626-956791-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林念慈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日用品業 4.CST: 月經
783.3886

超越優勢 : 從家庭式代工廠躍身世
界級企業 : 舒美興業董事長李明貴
的 40 年創業藍圖 / 李明貴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光體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領袖思維 ; 2) .-- ISBN 978986-06948-2-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李明貴 2.CST: 企業家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永遠的大家長 : 王坤復故事集 =
Eternal paterfamilias : story book about
Kunfu Wang .-- 初版 .-- 臺中市 : 力山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03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5872-0-9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王坤復 2.CST: 企業經營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白水鑑心 : 楊月鳳校長的教育之道 /
楊月鳳主述 ; 王竹語撰文 .-- 初版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團法人慈濟傳
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03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7-49-2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楊月鳳 2.CST: 校長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白頭殼仔 : 洪元煌(1883-1958)的人生
組曲 : 殖民統治與草屯洪家 / 陳文松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社出
版 :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發行, 11103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35-65-7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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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像滿天的流星雨 : 尋找台灣第
一才子呂赫若 / 藍博洲著 .-- 初版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00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986387-55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呂赫若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楊君陳爺爺講古 : 台灣俗諺與蘆洲
歷史掌故 / 楊蓮福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01 面; 21 公分 .-- (人文系列 ; 98) .- ISBN 978-986-5600-57-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楊君陳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置郵傳命 : 一位郵界耆老的回憶 / 潘
安生口述 ; 余燕玲編著 .-- 初版 .-- 新
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3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70-24-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潘安生 2.CST: 回憶錄 3.CST:
郵政 4.CST: 郵票 5.CST: 口述歷史
6.CST: 臺灣 783.3886

1.CST: 毛姆(Maugham, William
Somerset, 1874-1965) 2.CST: 回憶錄
784.18

978-986-99681-1-9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古錢 2.CST: 中國 793.4

辣椒醬 / 黃尊聖著 .-- 初版 .-- 彰化市 :
黃尊聖, 11104 .-- 187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9810-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黃尊聖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花蝴蝶回憶錄 : 瑪麗亞.凱莉的真情
告白 / 瑪麗亞.凱莉(Mariah Carey), 麥
卡拉.安琪拉.戴維斯(Michaela Angela
Davis)作 ; 陳珮榆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312 面; 21 公分 .-- (New black ; 10) .-ISBN 978-626-7092-10-1 ( 平 裝 )
NT$550 .-- ISBN 978-626-7092-19-4 (平
裝誠品版) NT$550 .-- ISBN 978-6267092-20-0 (平裝博客來版) NT$550 普
遍級
1.CST: 凱莉(Carey, Mariah.) 2.CST: 歌
星 3.CST: 傳記 4.CST: 美國 785.28

唐陵石刻遺存圖集 / 党明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103 .-254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091-4-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石刻 2.CST: 碑文 3.CST: 墓園
4.CST: 唐代 794.2

價值才是起點 : 轟動日本的「台灣
天才 IT 大臣」唐鳳,打破框架的 30
種破繭思考。 / 近藤弥生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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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726-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唐鳳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調笑如昔一少年 / 王正方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04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ISBN 978986-387-55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王正方 2.CST: 回憶錄 3.CST:
臺灣 783.3886
離散與回歸 : 王鼎鈞回憶錄的生命
心史探究 / 黃雅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3 .-548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319) .-- ISBN 978-986-339-123-4 (平裝)
NT$730 普遍級
1.CST: 王鼎鈞 2.CST: 作家 3.CST: 文
學評論 783.3886
驚濤駭浪 30 年 : 張平沼的兩岸交流
回顧 / 張平沼著 .-- 臺北市 : 商訊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812-94-2 (精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張平沼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兩岸交流 4.CST: 兩岸經貿
783.3886
毛姆文學課 /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著 ; 孫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356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書) .-- ISBN 978626-335-081-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攀岩的勇者 : 別讓恐懼阻擋你的夢
想 / 安德魯.陶杭特著 ; 沈貝琪譯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54-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陶杭特(Todhunter, Andrew)
2.CST: 奧斯蒙(Osman, Dan) 3.CST: 傳
記 4.CST: 登山 5.CST: 美國 785.28
沙漠｡詩集｡書店 / 娜蒂亞.瓦瑟夫
(Nadia Wassef)著 ; 陳柔含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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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野人
家 ; 216) .-- ISBN 978-986-384-68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瓦瑟夫(Wassef, Nadia) 2.CST:
書業 3.CST: 傳記 4.CST: 埃及
786.18
樣式雷 / 馬志亮作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出版 ; [臺北
市] : 知書房出版發行, 11103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3-36-3 (平
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雷氏 2.CST: 建築師 3.CST: 族
譜 4.CST: 清代 5.CST: 中國 789.2

文物考古
珍罕中國古錢幣收藏 : 海外淘寶 =
Collection of rare ancient Chinese coins :
a treasure hunt overseas / 彭 慶 綱
(Charles Peng)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學研翻譯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244
面; 23 公分 .-- (學研叢書 ; 2)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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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一本書讀懂中國語文精華 / 劉元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11104 .-- 432 面; 23 公分 .- (古學今用 ; 147) .-- ISBN 978-986392-433-3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中國文學 802
新語探源 : 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
漢語術語生成 / 馮天瑜著 .-- 初版 .-桃園市 : 昌明文化有限公司, 11102 .- 500 面; 23 公分 .-- (當代名家叢書.
馮天瑜選集 ; A0503005) .-- ISBN 978986-496-599-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外來語 3.CST: 比
較語言學 802.185
漢字裡的故事 : 藏在漢字裡的古代
家國志 / 許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5-30-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漢字 2.CST: 漢語文字學
3.CST: 愛國思想 802.2
漢字裡的故事 : 藏在漢字裡的古代
博物志 / 許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3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5-29-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漢字 2.CST: 漢語文字學
3.CST: 自然史 4.CST: 中國 802.2
鍥不舍齋薪傳錄 : 陳新雄教授逝世
十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陳新雄教授逝世十週年紀念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620 面; 23 公分 .-- (學
術論文集叢書 ; 1500022) .-- ISBN 978986-478-617-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聲韻學 3.CST: 文
集 802.407
課本沒教的台灣華語句型 50 / 蔡佩
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
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23 公分 .-(語文館 ; 3) .-- ISBN 978-986-5560-64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漢語語法 2.CST: 句法
802.633
(記帳士)國文 : 多元型式作文攻略 /
廖筱雯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2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作文 802.7
奇文妙語童話小鎮 : 修辭公寓的爆
笑日常 / 謝鴻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52 面; 21 公分 .-- (小魯語文堡) .-ISBN 978-626-7127-03-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修辭學 3.CST: 通
俗作品 802.75
(郵政招考)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
驗)焦點總複習 / 高朋, 尚榜編著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0-96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弟子規白話文釋義 / 呂明雄編 .-- 初
版 .-- 苗栗縣後龍鎮 : 苗栗縣後龍鎮
萬善祠(百姓公)管理委員會, 11102 .-56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2285-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弟子規 2.CST: 注釋 8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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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23 公分 .-- (drill ; 1314) .-- ISBN 978-626-95710-5-5 (下冊: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文言文 2.CST: 讀本 802.82
大學第二外語日語創新教學之實踐
研究 : 以全校共同選「基礎日文」
課程為例 / 楊惠菁著 .-- 新北市 : 尚
昂文化事業國際有限公司, 11102 .-15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9527-9-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外語教學 2.CST: 日語 3.CST:
教學法 803.103

圖解超常用生活日語單字 = これ、
言いたかったテーマ別日本語単語
集 / 周若珍,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64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803.12
聽懂日本人最常說的生活日語慣用
語 / Live 互動日本語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1-64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慣用語 803.135
敬語不怕!金子老師超簡單日文敬語
訓練 / 金子広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32-60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敬語 803.168
日本經典童話故事 : 宮澤賢治/新美
南吉名作選(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宮澤賢治, 新美南吉著 ; 陳慶彰譯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中日對照 .-- ISBN 978-626-300-110-7
(25K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日語讀本 / 趙順文編著 .-- 修訂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冊 .-- (日日系列) .-- ISBN
978-957-14-7403-8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57-14-7404-5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和菓子物語 : Nippon 所藏日語嚴選
講座 / EZ Japan 編輯部, 黃詩斐, 王文
萱, 張雅琳, 抹茶菓子鑑賞團, 今泉江
利子, 廖育卿作 ; 田中裕也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128 面; 28 公分 .-(Nippon 所藏 ; 16) .-- ISBN 978-6267089-48-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背包客基本要會的日語便利句 / 雅
典日研所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
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全民學日語 ; 68) .-- ISBN
978-626-95467-6-3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自助旅行 3.CST:
會話 80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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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N3 日檢全真模擬題 : 完整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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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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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 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
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code ;
9) .-- ISBN 978-986-246-679-7 (平裝附
光碟片) NT$38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 N2 必背
必出閱讀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
惠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絕對合格 ; 33) .-- ISBN 978-986-246682-7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超高命中率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
(單字、閱讀)N2 / 吉松由美, 田中陽
子,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4 .-- 688 面; 21 公分 .-- (捷
進日檢 ; 9) .-- ISBN 978-986-246-680-3
(平裝附光碟片) NT$5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最輕鬆好背的衍生記憶法,韓文單字
語源圖鑑 / 阪堂千津子(김달)著 ; 陳
欣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19 公分 .-- (輕鬆學系列 ; 35) .-- ISBN
978-986-507-752-5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詞彙 803.22
還沒學就會 4000 字 : 和中文意思一
模一樣的韓文漢字大全! / 金龍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
分 .-- (零基礎韓語 ; 1) .-- ISBN 978986-246-681-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49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詞彙 3.CST: 漢字
803.22
最好學的韓語 40 音 / 陳慶德編著 .-新北市 : 統一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2 .-- 160 面; 23 公分 .-- (韓語學習
系列 ; KM42) .-- ISBN 978-986-993696-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發音 803.24
越寫越讀越上手!韓語四十音習字帖
/ DT 企劃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笛
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3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48-7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發音 803.24
精準掌握韓語發音 : 拆解語言學知
識,找到最適合臺灣人的發音學習法
/ 楊書維, 謝亦晴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EZ Korea ;
39) .-- ISBN 978-626-7089-36-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發音 803.24
我的第一本韓語 E-MAIL / 吳美南, 金
源卿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4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209-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寫作法 3.CST: 電
子郵件 803.27
我的第一本越南語學習書 / 阮文翰
編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3 .- 240 面; 21 公分 .-- (越南語系列 ; 2) .- ISBN 978-986-5544-75-1 (平裝附光
碟片) NT$379 普遍級
1.CST: 越南語 2.CST: 讀本 803.798
詞 意 解 說 附 冊 = SAPITJ A
SIPATJEKAIYAN
TUSI
SISEPUARANGAN / 蔡金鳳, 朱連珠,
蔡恩忠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天主教遣使會, 11103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515-4-9 (精
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2.CST: 排
灣語 803.99612
逆襲的英語課 : Netflix、Disney+翻譯
官教你致富學習心法 / Esther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前進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28-1-0 (平裝) NT$37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學習方法 805.1
平面設計必備英文單字速查手冊 =
Graphics design English words handbook

/ 陳育民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陳育
民, 11103 .-- 141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43-9826-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平面設計 3.CST:
詞彙 805.12
這本單字最好背!英文滿分筆記,串燒
英文單字讓你過目不忘 / 曾韋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04 .-- 336 面; 23 公
分 .-- (原來如此 ; E256) .-- ISBN 978626-7116-02-9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
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這些商務行話為什麼這麼有哏? : 趣
味解析 303 個內行人才懂的商務詞
彙,讓你聽得懂、還會用,不再一臉表
情包 / 鮑勃.威爾馮(Bob Wiltfong), 提
姆.伊藤(Tim Ito)著 ; 林楸燕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2 .-- 49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44-28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商業英文 2.CST: 詞彙
805.12
Shadowing 跟讀 100+句學校沒教的英
文慣用語 : 秒讚口說考官高分表達,
躍升母語程度 English Speaker / Lora
作 ; 楊明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240 面; 23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626-7089-49-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慣用語 805.123
史上超強文法攻略 : 掌握核心概念
一點就通 / 張秀溶作 .-- 二版 .-- 新北
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2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17-2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用對方法學好英文文法 / 源樺編輯
部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
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16-5 (平
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全圖鑑照順序就好!看圖學文法不用
背 / 田地野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4 .-- 18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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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454-210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圖解英文文法的規則 : 圖解、歸納、
整理, 超好學的英文文法 / 吳宜錚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
公司, 11103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184-5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GO!GO!魔法救援隊. 1, 英語名詞的
神奇魔力 / MoonRabbit 月兔原著 ; 陳
盈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2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名詞 3.CST: 漫畫
805.162
GO!GO!魔法救援隊. 2, 英語動詞的
神奇魔力 / MoonRabbit 月兔原著 ; 陳
盈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2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動詞 3.CST: 漫畫
805.165
(初等考試)英文看這本就夠了 / 劉似
蓉編著 .-- 第十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8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小熊媽經典英語繪本 101+ / 小熊媽
(張美蘭)著 ; NIC(徐世賢)繪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102 .-- 224 面; 21 公分 .-- (家庭
與生活 ; 77) .-- ISBN 978-626-305-18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3.CST: 推薦
書目 805.18
艾莉莎的故事 = Alicia's story / 劉靚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劉靚英文,
11102 .-- 81 面; 30 公分 .-- (兒童英文
奇 幻 冒 險 系 列 )(Children's adventure
series book ; II) .-- ISBN 978-986-982222-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我的第一本親子互動英文 : 針對視
覺、聽覺、觸覺設計的「情境對話、
趣味插圖、互動遊戲」達到五感協
調,自然激發雙語學習本能 / 國際語

言中心委員會, 高旭銧著 .-- 初版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3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208-6 (精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3.SHTB: 語
言文學--3-6 歲幼兒讀物 805.18
英語閱讀技巧完全攻略(寂天雲隨身
聽 APP 版) / Michelle Witte, Zachary
Fillingham, Gregory John Bahlmann 著 ;
林育珊, 劉嘉珮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08-4 (第 1 冊:16K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涉外經濟法律英語 / 陳慶柏編著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81-2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法學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專門替中國人寫的英文課本. 初級本
/ 文庭澍著 .-- 四版 .-- 新北市 : 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8-62287 (下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實境英文練聽力 / 劉怡均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892-8-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論文全英語發表 : 800 句學術口語報
告句型與應用 / 廖柏森, 朱雯琪作 .-一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32-601-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讀出英語核心素養. 1 : 九大技巧打造
閱 讀 力 ( 寂 天 雲 隨 身 聽 APP 版 ) /
Owain Mckimm, Zachary Fillingham,
Laura Phelps, Rob Webb, Richard Luhrs
著 ; 劉嘉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
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07-7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上班族天天說美語 / 施孝昌著 .-- 新
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3 .-- 240 面;

21 公分 .-- (英語通 ; 13) .-- ISBN 978986-5544-76-8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49 普遍級
1.CST: 商業英文 2.CST: 會話
805.188
生活英語會話帶著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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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97-11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用中文說英語,超簡單! / 蘇盈盈編
著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有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英語系
列 ; 78) .-- ISBN 978-626-95576-3-9 (平
裝附光碟片)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連老外都在用的英語「國民會話」
大全集 / 地表最強教學顧問團著 .-五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3 .-- 576 面; 23 公分 .-- 虛擬
點讀筆版 .-- ISBN 978-626-95753-4-3
(平裝) NT$4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雙語課室英文句典 = EMI in online
classrooms / 薛詠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波斯納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18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892-9-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遠距學習 3.CST:
會話 805.188
雅思寫作聖經 : 小作文 / 韋爾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103 .-- 256 面; 23 公分 .-- (考
用英語系列 ; 37) .-- ISBN 978-62695434-3-4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作文 805.189
英檢初級必考 2000 單字 / 孫敏華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3 .-- 272
面; 21 公分 .-- (英檢系列 ; 10) .-- ISBN
978-986-5544-74-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892
全方面破解英文多益單字 : 高分單
字 X 關鍵搭配詞 X 萬用例句的必勝
三「步」曲 / 妍君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104 .-- 592 面; 23 公分 .-- (英語學
習 ; 19) .-- ISBN 978-626-7116-01-2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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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多益口說&寫作大破解. II / Stephen
Browning 著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 :
知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94-39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作文
805.1895
挑戰新制多益聽力滿分 : 模擬試題
1000 題(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Kim
su hyeon 著 ; 林育珊, 關亭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584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00-111-4 (16K 平裝) 普
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文學
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 : <<今日世
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 = From
the cultural Cold War to the Cold War
culture : the literary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world today / 單德興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
公司, 11103 .-- 248 面; 21 公分 .-- (文
學觀點 ; 39) .-- ISBN 978-957-445-979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文學 2.CST: 文化傳播 3.CST:
跨文化研究 4.CST: 文集 810.7
取材.執筆.推敲 : <<被討厭的勇氣>>
作者直授,最全面的寫作指南 / 古賀
史健著 ; 葉小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416 面; 21 公分 .-- (第一本 ; 112) .-ISBN 978-986-137-366-9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寫作法 811.1
探索問題比尋找答案更重要 / 高橋
源一郎著 ; 嚴可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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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44 面;
21 公分 .-- (Y!Torch ; 19) .-- ISBN 978626-95775-1-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寫作法 811.1
瘋狂樹屋,瘋狂愛寫作 / 安迪.格里菲
斯(Andy Griffiths)著 ;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 韓書妍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4 .-- 352 面; 23 公分 .-- (小麥
田故事館) .-- ISBN 978-626-7000-41-0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寫作法 811.1
寫作的風格要素 / 康文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377 面; 21 公分 .-( 當 代 叢 書 ; 94) .-- ISBN 978-62695679-0-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寫作法 811.1
MLA 論 文 寫 作 手 冊 /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著 ; 書林編輯部
編譯 .-- 九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
限公司, 11103 .-- 39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45-978-0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論文寫作法 811.4
讀書報告寫作指引 / 林慶彰, 張春銀
著 .-- 二版二刷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86 面; 23
公分 .-- (通識教育叢書. 治學方法叢
刊) .-- ISBN 978-986-478-623-7 (20K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論文寫作法 2.CST: 圖書館利
用教育 3.CST: 參考資源 811.4
演講技巧 / 戴爾.卡耐基作 .-- 三版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2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演說術 811.9
戲劇編寫法 / 方寸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3319-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劇本 2.CST: 寫作法 812.31
小說及科幻創作 / 張系國著 .-- 初
版 .-- 新竹市 :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
司, 11103 .-- 1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016-14-8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小說 2.CST: 寫作法 812.71
寫小說,不用太規矩 : 三浦紫苑的寫
作講座 / 三浦紫苑著 ; 冷豔狂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拾青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56
面; 19 公分 .-- (Epiphany ; 3) .-- ISBN
978-986-06723-8-1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小說 2.CST: 寫作法 812.71

思念的季節 / 金竟仔, 語雨, 雪倫湖,
君靈鈴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
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2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83-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13.4

978-626-332-174-8 ( 上 卷 : 平 裝 )
NT$680 .-- ISBN 978-626-332-175-5 (下
卷: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小說 2.CST: 中國文學史
820.97

最經典的童話故事 : 為每個孩子建
立自信的經典故事 / 邵正宏編著 ; 郭
依玲, 王珊諭繪圖 .-- 新北市 : 人類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71-46-5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815.94

中國文學總集

樂動森林 Forest narratives : 森林報&
柳林風聲 / 維.比安基(Vitaly Bianki),
肯尼斯.葛拉罕(Kenneth Grahame)作 .- 初版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192 面; 20 公分 .- ( 典 藏 文 學 ; 4) .-- ISBN 978-62695460-6-0 (精裝) NT$680 普遍級
815.96

中國文學
流浪遠方 : 三毛西北行 / 東籬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3 .-- 3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2-186-1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臺灣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820
超數位讀國學 : 用數據探索製作教
案, 用思辨引導深度討論 / 邱詩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22-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數位學習
820
宋元文化與文獻論考 / 羅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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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326 面; 23 公分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傳統中華文化
思想叢刊 ; A0100077) .-- ISBN 978986-496-618-9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古典文學 2.CST: 文獻學
3.CST: 宋代 4.CST: 元代 820.905
中國小說發展史 / 石昌渝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3 .-- 冊 .-- POD 版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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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古文名句信手拈來 / 黃淑貞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8-202-8 (精
裝) NT$580 普遍級
830.99
<<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 歷史
發展視野下的先秦兩漢<<詩>>教觀
= The germination and formalization of
enlightened system"Shi" : the view of
pre-Qin and two Han dynasty about "Shi"
which vision unde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ield / 林素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
心, 11104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24-80-4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詩經 2.CST: 研究考訂
831.18

中國文學別集
沈從文名作選集 / 沈從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484-8-4 (平裝) 普遍級
848.6
陳澄波全集. 第十一卷, 文稿、筆記
= Chen Cheng-Po corpus. volume 11,
writings and no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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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4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82-2906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848.6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香港文學論 : 香港想像與方式 / 金惠
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出版中心, 11102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24-79-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香港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50.382
軌道上奔馳的時光 / 辛金順作 .-- 臺
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文叢 ;
695) .-- ISBN 978-986-323-441-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1.4
右奈短詩選 / 右奈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新人
間 ; 349) .-- ISBN 978-626-335-121-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1.487
空白 / 李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史哲出版社, 11102 .-- 446 面; 21 公
分 .-- (文史哲詩叢 ; 156) .-- ISBN 978986-314-590-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51.487
相思雪 / 盐河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2 .-- 28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95476-9-2 (平裝)
NT$430 普遍級
851.487
草色與人景 / 簡單著 .-- 臺北市 : 東
籬出版社, 11102 .-- 1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32-5-9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851.487
第四十一種藍 : 九月詩集 / 九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2 .-- 120 面; 21 公分 .-- (文史哲詩
叢 ; 155) .-- ISBN 978-986-314-589-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51.487
小康路上的光陰故事 / 黃海波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3 .-- 332 面; 21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77-9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855
林語堂幽默文集 / 林語堂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484-9-1 (平裝) 普遍級
855

花甲回眸 / 宏景着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27) .-- 簡體
版 .-- ISBN 978-626-7134-01-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55
花香满径 : 恩典的痕迹 / 穆如 .-- 初
版 .-- 新北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1103 .- 96 面; 23 公分 .-- (Life ; 2) .-- ISBN
978-626-95388-2-9 (平裝) 普遍級
855
南腔北調集 / 魯迅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魯迅雜文
精選 ; 8) .-- ISBN 978-626-7025-79-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5
准風月談 / 魯迅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魯迅雜文精選 ;
9) .-- ISBN 978-626-7025-80-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5
梁啟勳讀史隨筆 / 梁啟勳原著 ; 蔡登
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3 .-- 270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02-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55
窗外有棵相思 / 逯耀東作 .-- 三版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逯耀東作
品集) .-- ISBN 978-957-19-3316-0 (平
裝) .-- ISBN 978-957-19-3317-7 (精裝)
普遍級
855
魯迅雜文全集 : <<且介亭雜文>><<
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
編>> / 魯迅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
優文化, 11105 .-- 416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95761-6-6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855
魯迅雜文全集 : <<偽自由書>><<准
風月談>><<花邊文學>> / 魯迅作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4 .-41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761-4-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55
聊齋志異. 八 / (清)蒲松齡原著 ; 曾珮
琦編撰 .-- 初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
60

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3 公分 .- (圖說經典 ; 31) .-- ISBN 978-986-178593-6 (平裝) NT$299 普遍級
857.27
入贅 / 酒吞北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社,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0-52-3 (平裝)
限制級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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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74-84-9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小廚娘 / 和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 冊 .-( 藍 海 系 列 ; E117601-E117604) .-ISBN 978-986-527-456-6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457-3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458-0 (卷 3: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459-7 (卷 4: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57.7
再嫁依然是皇后 / 粉妝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 冊 .-- (藍海系列 ; E118101E118103) .-- ISBN 978-986-527-463-4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464-1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465-8 (卷 3: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在黑暗中 = The darkness / 金十四钗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
社, 11103 .-- 冊 .-- 简体字版 .-- ISBN
978-986-5550-57-8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550-58-5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550-59-2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550-60-8 (全
套:平裝) 限制級
857.7
在黑暗中 = The darkness / 金十四釵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沒譜文化出版
社,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55053-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50-54-7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50-55-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50-56-1 (全套:平裝) 限制
級
857.7
私房寵 / 心月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 冊 .-( 藍 海 系 列 ; E117401-E117402) .-ISBN 978-986-527-447-4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448-1 (下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和影帝捆綁熱搜後我紅了 / 糖炒栗
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4 .-- 冊 .-- (Ps ; 300-301) .-- ISBN
978-986-494-426-2 ( 上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427-9 (下
冊 : 平 裝 ) NT$330 .-- ISBN 978-986494-428-6 (全套:平裝) NT$660 普遍級
857.7
師父心塞 / 九鷺非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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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316-675-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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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冊 .-ISBN 978-986-506-367-2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06-368-9 (第 4 冊:
平裝) 普遍級
857.7
商戶貴婿 / 淺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 29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18001) .-ISBN 978-986-527-462-7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57.7
曹雪芹別傳 / 高陽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720 面; 21 公分 .-- (高陽作品
集. 紅樓夢斷系列(新校版)) .-- ISBN
978-957-08-6237-9 (平裝) .-- ISBN 978957-08-6238-6 (精裝) 普遍級
857.7
殿下讓我還他清譽 / 三千大夢敘平
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有
限公司, 11104 .-- 336 面; 21 公分 .-- (i
小說 ; 41) .-- ISBN 978-986-06917-6-4
(第 5 冊: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7.7
*溫柔有九分 / 唧唧的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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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6-359-7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506-360-3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06-361-0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857.7
腹黑夫君寵妻路 / 如素著 .-- 初版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17901E117902) .-- ISBN 978-986-527-467-2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468-9 (下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禍國 : 來宜 / 十四闕作 .-- 1 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
版發行,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6-711-7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712-4 (下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領旨來沖喜 / 梨寶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17701-E117702) .-ISBN 978-986-527-460-3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461-0 (下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慕南枝. 第二部 / 吱吱著 .-- 初版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104 .-- 冊 .-- (愛
讀 ; L158-) .-- ISBN 978-957-787-375-0
(第 1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376-7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957-787-377-4 (第
1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57787-378-1 (第 14 冊: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57.7
請勿洞察 / matthia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74-86-3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靠著鍋鏟養全家 / 玉顏著 .-- 初版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1720161

E117204) .-- ISBN 978-986-527-450-4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451-1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452-8 ( 卷 3: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27-453-5 (卷
4: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戰神歸來 / 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3 .-冊 .-- ISBN 978-626-311-643-6 (第 1 冊:
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644-3 (第 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645-0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646-7 (第
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647-4 (第 5 冊:平裝) NT$190 普遍
級
857.7
靈能覺醒 : 傻了吧,爺會飛 / 打殭屍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39-0-5 (第 5 冊:平
裝) 普遍級
857.7

兒童文學
嘰哩咕南海探秘 : 平潭歷險 / 少軍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龍 少 年 ,
11103 .-- 104 面; 21 公分 .-- (藏寶館 ;
NCS09) .-- ISBN 978-986-499-140-2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859.6
嘰哩咕南海探秘 : 白礁尋寶 / 安亦然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龍 少 年 ,
11103 .-- 124 面; 21 公分 .-- (藏寶館 ;
NCS07) .-- ISBN 978-986-499-139-6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59.6
嘰哩咕南海探秘 : 西沙奇遇 / 少軍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龍 少 年 ,
11103 .-- 128 面; 21 公分 .-- (藏寶館 ;
NCS08) .-- ISBN 978-986-499-142-6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59.6
嘰哩咕南海探秘 : 南澳驚魂 / 劉北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龍 少 年 ,
11103 .-- 108 面; 21 公分 .-- (藏寶館 ;
NCS10) .-- ISBN 978-986-499-141-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59.6

嘰哩咕南海探秘 : 探秘「南海 I 號」
/ 霞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少年,
11103 .-- 140 面; 21 公分 .-- (藏寶館 ;
NCS06) .-- ISBN 978-986-499-138-9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59.6
俺老孫來也 / 謝徵著 .-- 1 版 .-- 新北
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2 .-- 48
面; 26X26 公分 .-- (小樹苗系列 ; 2) .- ISBN 978-986-0799-99-6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859.9

東方文學
i / 西加奈子著 ; 黃詩婷譯 .-- 1 版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684-4 (平裝) 普遍級
861.57
VENOM 求愛性少女症候群 / 城崎
作 ; かいりきベア原作 ; 九十九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2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352-4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七魔劍支配天下 / 宇野朴人作 ; 李文
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8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626-321-346-3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人造人事件 : 隱藏在廣播中的死亡
密碼,海野十三科幻偵探短篇小說集
/ 海野十三著 ; 侯詠馨譯 .-- 初版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Hint ; 4) .- ISBN 978-626-7096-04-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1.57
人間失格 / 太宰治著 ; 陳系美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25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02-28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不時輕聲地以俄語遮羞的鄰座艾莉
同學 / 燦燦 SUN 作 ;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4 .-- 264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354-8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 / 浜千鳥
作 ;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347-0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巴黎馬卡龍之謎 / 米澤穗信作 ;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4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673-8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半獸人英雄物語 : 忖度列傳 / 理不尽
な孫の手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350-0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播種後宮生活 /
月夜淚作 ; 風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471-1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平民王子與能幹妹妹的赤字國家重
生術 / 若月光作 ; HAK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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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708-7 (平裝) 限制級
861.57
本命,燃燒 / 宇佐見鈴著 ;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2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206-7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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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院子 / 小川糸著 ; 陳令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458-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1.57
向田理髮店 / 奧田英朗著 ; 王華懋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2 .-- 352 面; 19 公分 .- 櫻花紛飛特典版 .-- ISBN 978-986510-203-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名偵探柯南 : 灰原哀精選集 / 青山剛
昌作 ; 李俊銘, 張正薇, 張芳馨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458 面; 18 公分 .-ISBN 978-626-322-504-6 (上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回憶.撲克牌 / 向田邦子作 ; 張秋明
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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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32 面;
21 公分 .-- (和風文庫 ; 4) .-- ISBN 978626-310-194-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1.57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
大森藤ノ作 ;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2-4643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465-0 (第 17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如果德川家康成為總理大臣 / 真邊
明人著 ; 林慧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42
面; 21 公分 .-- (說書廊) .-- ISBN 978957-14-7407-6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安達與島村 / 入間人間作 ; 蒼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248 面; 19 公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341-8 (第 10 冊:平裝) 普
遍級
861.57
余物語 / 西尾維新作 ;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4 .-- 34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68-4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16, 黑貓 if.
下 / 伏見つかさ作 ; 周庭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4 .-- 328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340-1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沒有你,我無法成為小說家 / 白石一
文著 ; 邱香凝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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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35-070-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61.57
身為 VTuber 的我因為忘記關台而成
了傳說 / 七斗七作 ; 蔚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372-2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身為女性向遊戲的女主角挑戰最強
生存劇 / 春の日びより作 ; 黃品玟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36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2-470-4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1.CST: 乙女ゲームのヒロインで最
強サバイバル 861.57
花開小路三丁目北角的小昴 / 小路
幸也著 ; 吳季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3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057-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1.57
阿里阿多.謝謝 / 木下諄一著 ; 高詹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060-1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861.57
勇者無犬子 / 和ヶ原聡司作 ; 楊采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2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343-2 (第 4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春季限定草莓塔事件 / 米澤穗信作 ;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669-1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秋季限定栗金飩事件 / 米澤穗信作 ;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6-671-4 (上冊:
平裝) .-- ISBN 978-626-316-672-1 (下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夏季限定熱帶水果百匯事件 / 米澤
穗信作 ;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670-7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家裡蹲吸血姬的鬱悶 / 小林湖底作 ;
楊佳慧翻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6-698-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海神 / 染井為人作 ; 黃詩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46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401-548-1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861.57
祝葬 / 久坂部羊作 ;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
限公司, 11103 .-- 448 面; 21 公分 .-(春日文庫 ; 103) .-- ISBN 978-957-741502-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梅蒂亞轉生物語. 3, 門扉彼端的魔法
師. 上 / 友麻碧著 ; 林于楟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378-4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陰陽師. 19, 女蛇卷 / 夢枕獏作 ; 茂呂
美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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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2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314-134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1.57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
團聽我號令 / Jaki 作 ; 御門幻流譯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04 .-- 280 面; 19 公分 .-ISBN 978-626-316-709-4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最後家族 / 村上龍著 ; 鄭納無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32 面; 21 公分 .-- (日文系 ;
15) .-- ISBN 978-986-179-725-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堤亞穆帝國物語 : 從斷頭台開始,公
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 餅月望作 ; 張
凱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467-4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想讓我出人頭地的女師父們,為了培
育方針演變成修羅場 / 赤城大空作 ;
林其磊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469-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瘋狂廚房 / 荻原数馬作 ; Seeker 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260 面; 19 公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351-7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銀河鐵道之夜 / 宮澤賢治著 ; 徐宇甄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
有限公司,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18 公分 .-- (日本經典
文學) .-- 中日對照 .-- ISBN 978-957710-847-0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諸神的差使 / 淺葉なつ著 ; 王靜怡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3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21-379-1 (第 9 冊:平
裝) 普遍級
861.57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 逆井卓馬作 ; 一
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9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1-349-4 (第 4 冊: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篠宮神社系列. 2, 深夜電臺廣播 / 夜
行列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
化, 11104 .-- 384 面; 21 公分 .-- (詭讀 ;
G077) .-- ISBN 978-957-787-379-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織田信奈的野望 / 春日みかげ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18 面;
19 公分 .-- 全國版 .-- ISBN 978-626322-466-7 (第 1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轉生少女首先想從第一步開始! : 我
沒聽說這裡有魔物 / カヤ作 ; 許國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468-1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8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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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8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16-710-0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 伏
瀬作 ; 楊惠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20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342-5 (第
16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魔女之旅 / 白石定規作 ;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2-462-9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463-6 (第 16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 史上最強的
魔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
秋作 ;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56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345-6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62-2-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妖怪旅館,生日快樂! / 柏葉幸子作 ;
高畠純繪 ; 蘇懿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64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338-482-3 ( 平 裝 )
NT$230 普遍級
861.596
角落小夥伴紙上電影書 : 藍色月夜
的魔法小夥伴 / 橫溝由里著 ; 高雅溎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
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4 .-- 1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26-08-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1.596
換心店 : 小綢的煩惱 / 梨屋有枝文 ;
菅野由貴子圖 ; 周姚萍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1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01-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1.596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
二丸修一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4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348-7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9

黑魔法糖果店. 2, 惡作劇汽水糖 / 草
野昭子作 ; 東力繪 ; 林冠汾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96 面; 21 公分 .-- (童
心園 ; 216) .-- ISBN 978-986-507-750-1
(精裝) NT$330 普遍級
861.596

下雨的書店 / 日向理恵子著 ; 吉田尚
令繪 ; 林珮瑾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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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00-45-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96

黑魔法糖果店. 3, 超倒楣軟糖 / 草野
昭子作 ; 東力繪 ; 林冠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96 面; 21 公分 .-- (童心
園 ; 217) .-- ISBN 978-986-507-751-8
(精裝) NT$330 普遍級
861.596

壞姊姊 / 渡邊優著 ; 高詹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皇冠
叢書 ; 第 5013 種)(大賞 ; 135) .-- ISBN
978-957-33-3864-2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妖怪托顧所. 1, 妖怪托顧所開張了 /
廣嶋玲子作 ; Minoru 繪 ;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24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662-1-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蔬菜頌歌 / 窗道雄文 ; 齊藤恭久圖 ;
米雅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3 .-- 24 面; 24X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5662-0-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關於我靠前世所學讓底層職業的馴
魔師大翻身這檔事 / 可換環作 ; 陳梵
帆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妖怪托顧所. 2, 說謊少女 / 廣嶋玲子
作 ; Minoru 繪 ; 林宜和譯 .-- 初版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魔法十年屋, 特別篇. 1, 魔法街上的
鄰居 : 改造魔法師 / 廣嶋玲子文 ; 佐
竹美保圖 ; 王蘊潔譯 .-- 第一版 .-- 臺

轉生就是劍 / 棚架ユウ作 ;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404 面; 19 公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344-9 (第 4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轉學後班上的清純可愛美少女,竟是
小時候玩在一起的哥兒們 / 雲雀湯
作 ; 林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353-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64

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00 面; 21 公分 .-- (樂讀 456 ;
84)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189-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魔法十年屋, 特別篇. 2, 魔法街上的
鄰居 : 變色魔法師 / 廣嶋玲子文 ; 佐
竹美保圖 ; 王蘊潔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16 面; 21 公分 .-- (樂讀 456 ;
85)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190-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6
小粉紅向前衝 / 宮西達也文.圖 ; 紀富
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7-01-8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小船長托比 / 喜多村惠文圖 ; 劉清彥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3 .-- 30 面; 23X23 公分 .-- (小樹
苗 ; 59)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00-401-0 (精裝) 普遍級
1.SHTB: 想像--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永遠都是好朋友 / 中居正広, 劇団ひ
とり, 古市憲寿著 ; 米雅譯 .-- 初版 .- 桃園市 :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4 .-- 36 面; 22X22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86-442-183-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雨天的祕密下水道 / 鎌田步作.繪 ; 李
慧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481-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一個人的第一次 / 高木直子著 ; 常純
敏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
限公司, 11104 .-- 128 面; 19 公分 .-(Titan ; 145) .-- ISBN 978-986-179-726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1.67

這個是什麼?那個是什麼? / 吉竹伸介
作 ; 許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58-788-7 (精
裝) 普遍級
861.599

小說家的旅行 / 三島由紀夫著 ; 吳季
倫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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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Eureka ;
ME2073X) .-- ISBN 978-986-0767-81-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67

魚市場 / 安江理惠文 ; 田中清代圖 ;
高明美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3 .-- 40 面; 25X23 公分 .-ISBN 978-626-95662-3-5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861.599
滿月夜晚的野餐 / 野村宇子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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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82-4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暴龍好餓好餓的一天 / 竹下文子文 ;
鈴木守圖 ; 陳采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32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57-32-9487-0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我的布娃娃小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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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40 面 ;
24X24 公分 .-- (童心園 ; 233) .-- ISBN
978-986-507-771-6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友情--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貓咪小偷 / 石井浩司文.圖 ; 蘇懿禎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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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051-245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垃圾車,辛苦了! / 竹下文子作 ; 鈴木
守繪 ; 黃惠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338-483-0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SHTB: 環保--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小說家的休日時光 / 三島由紀夫著 ;
吳季倫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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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Eureka ;
ME2070) .-- ISBN 978-986-0767-80-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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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貓的日子,才叫生活 / 仁尾智作 ; 小
泉紗代繪 ;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082-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1.67
野田洋次郎的人生論 : DoReMiFa 頌
/ 野田洋次郎作 ; 陳虹儒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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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43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723-0 (平裝) 普遍
級
861.67
最後見一面,然後我們說再見 / 神田
澪著 ; 林于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19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12
種)(大賞 ; 134) .-- ISBN 978-957-333865-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67
就像現在這樣 / 羅泰柱作 ; 金斗葉繪 ;
莫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1-381-4 (平裝)
普遍級
862.51
語意錯誤 / J.Soori 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平心出版, 11104 .-- 冊 .-- (Mm) .- ISBN 978-986-494-436-1 (第 1 冊:平
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4378 (第 2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438-5 (第 3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439-2 (第 4 冊:平

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4408 (全套:平裝) NT$1400 限制級
862.57
歡迎光臨夢境百貨. 2 : 找回不再做夢
的人 / 李美芮(이미예)著 ; 林芳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寞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1 公
分 .-- (Soul ; 45) .-- ISBN 978-62695323-6-0 (平裝) 普遍級
862.57
籠花貴妃傳 / Cha Ye Seo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4 .-- 冊 .-(MM ; MM054-MM056) .-- ISBN 978986-494-432-3 (第 1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433-0 (第 2 冊:平
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4347 (第 3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435-4 (全套: 平裝) NT$1050
限制級
862.57
歡迎來到貓咪咖啡廳! : 一個任何物
種都能和平共處的暖心故事 / 徐皙
暎著 ; 尹太奎圖 ; 賴敏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236-2 (精裝) 普遍級
862.596
為什麼不能挖鼻孔? / 李圭喜(이규희)
作 ; 吳承元(오승원)繪 ; 黃譯嫺譯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4 .-- 32 面; 23X22 公分 .-(迷繪本 ; 106)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547-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2.599
超級兔子 / 俞雪花文.圖 ; 張琪惠翻
譯 .-- 新北市 :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4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5664-54-1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862.599
鴨子家族大搬家 / 韓高順文 ; 高惠珍
繪 ; 簡郁璇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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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6 面; 23X24 公分 .-- ISBN
978-626-7051-23-8 (精裝)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62.599

花漾奶奶熟旅行 : 70 歲還是要拉起
行李箱! / 金原姫著 ; 林季妤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14-7415-1 (平裝) 普遍級
862.6

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2 .-- 316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刊 ; 454) .-- ISBN
978-986-314-591-2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新詩 2.CST: 詩評 863.21

泰戈爾詩選漂鳥集 / 泰戈爾著 ; 鄭振
鐸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
書有限公司, 11103 .-- 120 面; 21 公
分 .-- 中英對照雙語有聲版 .-- ISBN
978-957-710-849-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7.51

台灣小說的時空想像 / 林淑慧著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420 面; 23 公分 .-(文學研究叢書. 臺灣文學叢刊 ;
810015) .-- ISBN 978-986-478-611-4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小說 2.CST: 臺灣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863.27

夏日戀曲 / Mame 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平心出版, 11104 .-- 冊 .-- (MM ;
MM027-MM028) .-- ISBN 978-986-494429-3 (上冊: 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494-430-9 ( 下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431-6 (全
套:平裝) NT$700 限制級
868.257

文風好字 : 佛光大學文藝活動高中
生以上作品集 / 簡文志編 .-- 初版 .-臺北市 : 唐山出版社出版 ; 宜蘭縣 :
佛光大學出版 ; 臺北市 : 正港資訊文
化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07-212-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3

帷幕之後 / afterday, -west-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4 .-- 冊 .-(Mm) .-- ISBN 978-986-494-441-5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494-442-2 ( 下 冊 : 平 裝 ) NT$350 .-ISBN 978-986-494-443-9 (全套:平裝)
NT$700 限制級
868.257

梅川傳統文化學會會刊. 第二十一輯
/ 王美懿主編 .-- 臺中市 :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梅川傳統文化學會, 11103 .-14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530-3-6 (平裝) 普遍級
863.3

臺灣文學
臺灣百年文學期刊史 / 古遠清著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2 .-- 192 面; 23 公分 .-(文學研究叢書. 古遠清臺灣文學新
五書 ; 0810YA7) .-- ISBN 978-986-478612-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臺灣文學 2.CST: 期刊 3.CST:
歷史 863.05
福爾摩沙與扶桑的邂逅 : 日治時期
台日文學與戲劇流變 / 吳佩珍著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3 .-- 288 面; 21 公分 .-- (臺灣文學
與文化研究叢書 ; 14) .-- ISBN 978986-350-576-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臺灣文學 2.CST: 比較文學
3.CST: 文集 863.07
流浪在神州邊陲的詩魂 : 台灣新詩
人詩刊詩社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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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的花朵 : 周修業先生詩文集 / 周
修業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3 公分 .-- (詩文叢集 ; 1301066) .-ISBN 978-986-478-614-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4
小敘事 / 皓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3 .-- 128 面; 19 公分 .-- (Love ;
42) .-- ISBN 978-626-335-137-0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3.51
不止三兩句 / 曹萬鈞作 .-- 第一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19 公分 .-(Create ; BFP023) .-- ISBN 978-986-525507-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1
*王宣曆詩集. IV : 老君也寫二行詩 /
王宣曆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王宣曆,
11102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784-6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1

可見光 : 微光現代詩社十屆合集 / 淡
江大學微光現代詩社社員作 ; 黃文
倩, 鐘宇婕主編 .-- 一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1105 .-- 160 面;
21 公分 .-- (淡江書系 ; TB0026) .-ISBN 978-626-7032-11-4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1
台灣我的祖國 / 胡長松作 .-- 初版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308-3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1
自導派新詩選 / 行蘊藻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52-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1
咖啡的禮物詩集 / 千雲作 .-- 初版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3-08-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1
孤獨九卷 / 荒島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廖童年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經銷, 11102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846-1 ( 平 裝 )
NT$3600 普遍級
863.51
抱樸樓師友小集 / 楊維仁, 詹培凱, 余
志洋, 王俊元, 鄭安妮, 王芃雯, 高暐
媃, 羅椿筳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300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詩
文叢集 ; 1301068) .-- ISBN 978-986478-619-0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3.51
長春閣詩草 / 張水波著作 .-- 臺南市 :
臺南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 11102 .-222 面 ; 22 公 分 .-- ISBN 978-98687050-5-0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個人之島 / 羅智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19 公分 .-- (聯合文
叢 ; 696) .-- ISBN 978-986-323-445-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野 時 間 . 事 件 狂 = Time in exile &
events in mad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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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07-211-9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1
覃合理詩歌集 / 覃合理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5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50-4 (上冊: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1
感恩與傳承詩文集 : 詩韻中華 / 謝明
輝著 .-- 臺北市 :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
交流協會, 11102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312-1-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1
當你想起時 / 黃千芮文字 .-- 初版 .-[新北市] : 黃千芮, 11103 .-- 16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44-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863.51
爐端 : 李瓜三行詩集 / 李瓜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164 面; 21 公分 .-(吹鼓吹詩人叢書 ; 49) .-- BOD 版 .-ISBN 978-626-7088-50-0 ( 平 裝 )
NT$220 普遍級
863.51
權湘詩藏新 / 石之瑜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102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72-3-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1
一日一言. 三 / 賴永松著 .-- [新北市] :
賴永松, 11103 .-- 22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9877-5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863.55
一個人的午夜場 / 陳克華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1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45-980-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5
一個人的旅途. 上回 / 皇吟, 怡薰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4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54-2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8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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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育兒 : 山林中我與孩子最親密的
時刻 / 洪毓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062-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午後咖啡 / 六色羽, 葉櫻, 語雨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
公司, 11102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82-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5
世界來我家作客 / 賴小馬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禾 禾 文 化 工 作 室 ,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593-4-4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3.55
且慢茶館 : 從品茶,品味人生 / 葉中雄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勁
草生活 ; 495) .-- ISBN 978-626-320097-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失眠的夜 / 語雨, 澤北, 葉櫻, 雪倫湖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
書有限公司, 11103 .-- 2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5-85-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妳愛的人裡,為什麼沒有自己?擺脫
「我是為妳好」的情緒枷鎖,重新正
視自身的價值 / 百合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31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80-9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863.55
門外漢的京都 / 舒國治著 .-- 初版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11103 .-- 256 面; 20 公分 .-- (文學森
林 ; 156) .-- ISBN 978-626-7061-14-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5
紅塵天路 / 王慧敏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聞道出版社, 11103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59-7-2 (平裝)
NT$190 普遍級
863.55
美麗的回憶 / 六色羽, 語雨, 破風, 倪
小恩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
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3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86-1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63.55
香水人生路 / 書涵云冰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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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512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7113-07-3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863.55
書與旅行 / 林瑞昌 Domingo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2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03-5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5
浮生畫記 / 蔡莉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104 .-- 2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82-291-3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5
爺爺的育嬰日記 / 黃耀權作 .-- 臺北
市 : 黃時得, 11103 .-- 64 面; 20X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9819-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萬萬齋文集 / 廖慶六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廖慶六, 11102 .-- 1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52-2 (平裝)
普遍級
863.55
糖果奶奶的際遇漫遊 / 高衡松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4 .-- 1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53-5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863.55
離人散事 / 鄧湘漪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Misfits ; 19) .-ISBN 978-626-95730-0-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5
LAND : 今 昔 大 地 Space time and
doomsday / 楚 蒂 .B. 詹 恩
(Trudy.B.Jhan) .-- 初版 .-- 新北市 : 冰
屋書創, 11105 .-- 34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06827-3-1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7

一紙相思 / 阮慶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
學 ; 697) .-- ISBN 978-986-323-442-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你好,這裡是記憶花店 / 肆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愛
寫) .-- ISBN 978-957-658-789-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三春爭及初春景 / 高陽著 .-- 三版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800 面; 21 公分 .-- (高陽
作品集. 紅樓夢斷系列) .-- ISBN 978957-08-6239-3 (平裝) .-- ISBN 978-95708-6240-9 (精裝) 普遍級
863.57

你是我最想擁有的以後 / 紫稀著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25-8-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大師 : 馬斯多塔. 秩序之石 / 約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4 .-302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68)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39-0 (平
裝) NT$370 普遍級
863.57

每天都被死對頭撩上床 / 青微作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
室, 111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4-09-5 (平裝) NT$190 限
制級
863.57

大野龍蛇 / 高陽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060 面; 21 公分 .-- (高陽作品集. 紅
樓 夢 斷 系 列 ) .-- ISBN 978-957-086241-6 ( 平 裝 ) .-- ISBN 978-957-086242-3 (精裝) 普遍級
863.57

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 /
何玟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200 面; 21 公
分 .-- (九歌文庫 ; 1376) .-- ISBN 978986-450-428-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奴役皇商夫 / 陽光晴子著 .-- 初版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17501) .-- ISBN 978-986-527-455-9
(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7
乩身 : 血月時魔王降臨 = The oracle
comes / 星子(teensy)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384 面; 20 公分 .-- (星子故事書房 ;
TS030) .-- ISBN 978-986-319-644-0 (平
裝) NT$299 普遍級
863.57
*有一種瘋狂叫青春 / 木炎御著 .-- 初
版 .-- 高雄市 : 木炎御, 11104 .-- 146
面; 21 公分 .-- (木炎御 ; 1) .-- ISBN
978-957-43-9791-4 (平裝) NT$125 普
遍級
863.57
有夫萬安 / 夢難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2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16801) .- ISBN 978-986-527-449-8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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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奇捷運物語. 2, 神劍戲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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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31) .-- ISBN
978-626-7094-25-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7
雨探 / Eckes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
出版, 11104 .-- 364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37-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7
炮灰胖主母 / 陳毓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296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17801) .-- ISBN 978-986-527-466-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冥婚交友中心 : 厲鬼的戀愛指南 /
D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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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697-4 (平裝)
限制級

863.57
時光裡最溫柔的情歌 / 莯寧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3 .-- 210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92)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23-7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7
追妻忙撒錢 / 田芝蔓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288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17301) .-- ISBN 978-986-527-454-2
(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3.57
基因決定我愛你 = DNA says love you
/ 北府店小二小說 ; 達騰娛樂監製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382-1 (平裝) 普遍級
863.57
異遊鬼簿. II : 丑時之女 / 笭菁作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41-511-0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863.57
第一次養魔神仔就上手 / Killer 作 .-初版 .-- 新北市 : 陳薇安, 11102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676 (第 1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7
第八個女人 / 李風樵作 .-- 桃園市 : 風
樵文創工作室, 11105 .-- 113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95480-3-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都是壁虎大仙惹的禍 / 林佩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3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3-82-2 (平裝) 普遍
級
863.57
愛的恩典之路 / 王壽南著 .-- 初版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人
文) .-- ISBN 978-957-05-3402-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疑案辦 Deep Ocean : 0 號深潛 / 蝕鈴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有限公司,

11103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802-8-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小說 ; 63) .-- ISBN 978-986-06540-8-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與前夫再婚的路上 / 凌兮兮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102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4-10-1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躪生 / 李穆梅作 .-- 新北市 : 李偉涵,
11104 .-- 490 面; 21 公分 .-- (山鬼｜芻
生 系 列 ) .-- ISBN 978-957-43-9821-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863.57

熱血洗髮精 = Go shampoo! / Neo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
司, 11103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96-02-4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7

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3, 是誰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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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9495-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9

請解開故事謎底 / 雷雷夥伴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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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36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93-) .-ISBN 978-986-06010-9-1 (第 1 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7

來自海風的消息 / 管家琪著 ; 劉婷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社, 11103 .-- 288 面; 21 公分 .-- (管家
琪作品集. 小說館 ; 9) .-- ISBN 978626-95433-9-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

餘地 / 顧玉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360 面; 21 公分 .-(文學叢書 ; 677) .-- ISBN 978-986-387548-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夢語孤寂 : 鑑神怪 巫夢恩的幻想圖
鑑 / 巫夢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13-13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

親愛的小熊先生 / DEAR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4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43-83-9 (平裝) 普遍級
863.57

熊熊天使隊. 2, 記憶中的寵物 / 管家
琪著 ; 賽樂茄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管家琪作品集. 童話館 ; 8) .- ISBN 978-626-95433-7-3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9

聲囂塵上 / YY 的劣跡著 .-- 初版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74-856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3.57

火鬍子 PK 紫飛龍 / 林翔作 ; 徐建國
插畫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02 .-- 96 面; 21 公分 .-(小兵故事百匯. II ; 17) .-- ISBN 978986-5581-49-7 (平裝) NT$190 普遍級
863.596

轉靈迴 / 庚晴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4 .-- 266 面; 21 公分 .-(釀冒險 ; 57)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38-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釀春光 /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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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PO
69

灰狗.毛驢.機器人. 1, 許願星之旅 / 管
家琪著 ; 陳予捷繪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管家琪作品集. 童話館 ;
9) .-- ISBN 978-626-95433-8-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童話--3-6 歲幼兒讀物
863.596
君偉的怪奇報告 / 王淑芬文 ; 賴馬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172 面; 19X20

公分 .-- (君偉上小學. 特別篇 ; 9)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188-1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我是大頭鬼 / 錵九九作 ; 蔡侑玲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3 .-- 112 面; 21 公分 .-(閱讀展翅飛 ; 8) .-- ISBN 978-9865581-51-0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96
偷養一隻貓 / 林淑玟文 ; 鰻魚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2 .-- 128 面; 21 公分 .-- (小兵
故事百匯. II ; 16) .-- ISBN 978-9865581-50-3 (平裝) NT$230 普遍級
863.596
啊殺!豬小子 / 李光福著 ; 蘇力卡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九歌
少兒書房 ; 287) .-- ISBN 978-986-450426-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6
搶救倉頡爺爺 / 林世仁文 ; Asta 圖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96 面; 21 公分 .-- (字
的傳奇 ; 3)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191-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6
SOS 探險隊 : 拯救珊瑚大作戰 / 嚴淑
女文 ; 蔡嘉驊圖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 臺北市 : 四也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48 面;
22X31 公分 .-- ISBN 978-626-7106-372 (精裝) NT$399 普遍級
863.599
一小口就好! = Just a little sip / 里恩太
太作.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
誌, 11103 .-- 56 面; 22X22 公分 .-- (討
厭啦！好好吃喔！ ; 3)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37-42-3 (精
裝) NT$450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大象忘忘 / 王宇清文 ; 南君圖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44 面; 25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305-185-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大樹下的福安 / 張倩文 .-- 初版 .-- 高
雄市 :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國民小學,

11104 .-- 112 面; 22X31 公分 .-- ISBN
978-986-5465-77-3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小狐狸的媽媽 ; 媽媽的小狐狸 / 施暖
暖, 龍緣之文 ; 施暖暖圖 .-- 初版 .-臺北市 : 施暖暖, 11103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9892-8 (精裝)
NT$450 普遍級
863.599
水果這一班 / 高凌華文 ; 陳佳蕙圖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48 面; 30 公分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2-584-1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各一半 / 陳彥伶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07-558-0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我的外婆 /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民小
學師生故事編寫 ; 林佩樺, 蔡忻榆, 吳
郁晴, 楊景涵, 林書瑋, 陳曦, 胡鶴新
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北區
大光國民小學, 11103 .-- 40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5487-88-1 (精裝)
NT$200 普遍級
863.599
秀秀,你在畫什麼? / 盧方方文 ; 李憶
婷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26311-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SHTB: 創作--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那個東東 / 林韋達作.繪 .-- 初版 .-- 臺
北 市 : 經 典雜 誌 , 11103 .-- 56 面 ;
22X22 公分 .-- (討厭啦!好好吃喔! ;
4) .-- ISBN 978-626-7037-41-6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兩倍大 / 陳彥伶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07-557-3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阿公!釣到什麼魚? / 謝韡勃, 謝聰惠
圖.文 ; 曾依苓台譯 .-- 初版 .-- 澎湖縣
湖西鄉 : 海漂實驗工作室, 11105 .-70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39-0-4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很餓很餓的兔子 = The hungry rabbit /
喵伊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
誌, 11103 .-- 56 面; 22X22 公分 .-- (討
厭啦！好好吃喔！ ; 2)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37-40-9 (精
裝) NT$450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看得見的 看不見的 / 徐建明內文寫
作 ; 焦文修繪圖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2 .-- 48 面;
19X21 公分 .-- (小樹苗系列 ; 1) .-ISBN 978-986-0799-98-9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99
剛剛好 / 陳彥伶文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07-556-6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烽火牧羊人 / 楊心怡圖.文 .-- 初版 .-新北市 : 凌群漫畫, 11103 .-- 40 面; 29
公分 .-- (凌群繪本故事館)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06179-1-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這個那個山藥山 = Yum yam mountain
/ 郝郝文 ; 陳志鴻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經典雜誌, 11103 .-- 56 面; 22X22
公分 .-- 中英對照;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37-39-3 (精裝) NT$450 普
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最美的一天 : 女孩與翅膀 / 張仰瑄文 ;
葉思佑圖 .-- 臺北市 : C MUSICAL 製
作, 11104 .-- 46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86-99363-1-6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尋找祕境 / 陳又凌文.圖 .-- 第一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40 面; 31 公分 .-ISBN 978-986-525-500-8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99

註定的安排 : 小娜的源起 / Kisana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2 .-- 36 面; 27 公分 .- (少年文學家叢刊 ; A1307001) .-ISBN 978-986-478-615-2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863.599
酥.知.味 / 臺南市關廟區保東國民小
學師生故事編寫 ; 陳瀞潔, 王任妤, 吳
禹玟, 呂奕儒, 温筠芸, 梁真禎繪圖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關廟區保東
國民小學, 11103 .-- 40 面; 21X29 公
分 .-- (臺南市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作
系列 ; 65) .-- ISBN 978-986-5487-87-4
(精裝) NT$200 普遍級
863.599
變變變!青豆魔法師 / 黃芝瑩作.繪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3 .-56 面; 22X22 公分 .-- (討厭啦!好好吃
喔! ; 5)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37-43-0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SHTB: 食育--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西洋文學
艾略特詩選(1909-1922). 1 / 托馬斯.斯
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著 ; 黃國彬譯註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九歌譯叢 ; 954) .-- ISBN
978-986-450-427-5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73.51
小不點 / 愛德華.凱瑞(Edward Carey)
作 ; 康學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
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05-0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873.57
光之所向 / 艾利克西斯.霍爾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4 .-- 384
面; 21 公分 .-- (MM ; MM068) .-- ISBN
978-986-494-424-8 (平裝) NT$350 限
制級
873.57
杜立德醫生航海記 / 休.洛夫廷著 .-初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316-826-3 (平裝) 普遍
級

873.57
娃娃與標本師 / 伊莉莎白.麥克尼爾
(Elizabeth Macneal)作 ; 黃亦安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400 面;
21 公分 .-- (Echo ; MO0074) .-- ISBN
978-986-0767-82-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873.57
神探福爾摩斯.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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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謎 ; 10) .-- ISBN 978-986411-158-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3.57
動物農莊 : 獨家首度收錄歐威爾文
章<我為何寫作>、原版被迫刪除作
者序<新聞自由> / 喬治.歐威爾作 ;
張家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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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84-685-7 (精
裝) 普遍級
873.57
連鎖 / 亞德里安.麥金提作 ; 吳宗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464 面; 21 公
分 .-- (Storytella ; 130) .-- ISBN 978957-741-508-0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73.57
賓客名單 / 露西.佛利(Lucy Foley)著 ;
郭庭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
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 11104 .-- 336 面; 21 公分 .-- (文
學新象 ; 288) .-- ISBN 978-986-506364-1 (平裝) 普遍級
873.57
誰殺了黛安娜 / 莎莉.赫普沃斯作 ; 趙
丕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2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128) .-- ISBN
978-957-741-499-1 (平裝) NT$410 普
遍級
873.57
月光下的擁抱 / 菲力.厄爾(Phil Earle)
著 ; 李斯毅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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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故事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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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7000-42-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73.59
守護馬來熊的女孩 : 以信念燃亮夢
想的旅程 / 阮莊(Trang Nguyen)作 ; 吉
特.茲東(Jeet Zdung)繪 ; 王念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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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28
面; 30 公分 .-- (Leben) .-- ISBN 978626-95271-5-1 (精裝) NT$650 普遍級
873.59
奇幻仙境 Fantasy wonderland : 愛麗絲
夢遊仙境&彼得.潘 / 路易斯.卡洛爾
(Lewis Carroll), 詹 姆 斯 . 馬 修 . 巴 里
(James Matthew Barrie)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目川文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92 面; 20 公分 .-- (典藏文
學 ; 3) .-- ISBN 978-626-95460-5-3 (精
裝) NT$680 普遍級
873.59
動物農莊 / 喬治.歐威爾著 .-- [新北
市] :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3 公分 .-- (精典世界名著 ; 41) .-ISBN 978-626-95729-0-8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73.594
永恆魔法 / 克瑞希達.科威爾作 ; 朱崇
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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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20 面; 21 公
分 .-- (昔日巫師系列 ; 4) .-- ISBN 978626-316-674-5 (平裝) 普遍級
873.596
吸血鬼女孩愛蜜莉. 1, 野蠻舞會 / 勞
拉.艾倫.安德森(Laura Ellen Anderson)
文.圖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658-772-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6
長大! / 提姆.霍普古德文.圖 ; 黃筱茵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27-06-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3.599
長大以後你想做什麼? / 凱瑟琳.巴爾
文 ; 安娜.戈梅茲圖 ; 邱孟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2
面; 28 公分 .-- (精選圖畫書) .-- ISBN
978-626-7050-81-1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自我肯定--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美好的世界在等著你 / 蘿倫.棻摩爾
(Lauren Fennemore)文 ; 柔依.達姆拉
奇(Zoe Damoulakis)繪 ; 黃筱茵譯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7089-39-2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873.599
逃跑小豌豆. 2, 水管大冒險 / Kjartan
Poskitt 文 ; Alex Willmore 圖 ; 李貞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4 .-- 3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051-214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莫 莉 老 師 的 自 信 學 校 / Zanna
Davidson 文 ; Rosie Reeve 圖 ; 謝靜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5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51-22-1 (精
裝) 普遍級
873.599
莉莉去散步 / 喜多村惠文.圖 ; 劉清彥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3 .-- 30 面; 23X23 公分 .-- (小樹
苗 ; 58)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00-400-3 (精裝) 普遍級
1.SHTB: 想像--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野兔的勇氣 / 查理.法利(Charlie Farley)
文 ; 雷恩.馬洛(Layn Marlow)圖 ; 賴潔
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70-74-3 (精裝)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誰說的算數 : 多少棵樹才夠? / 巴胡
(Barroux)文.圖 ; 歐玲瀞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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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36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763-3-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9
歡迎來到新家 : 保護地球並幫助別
人 / 巴胡(Barroux)文.圖 ; 葉嘉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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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32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626-95763-2-6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73.599
夏季雪 / 羅伯.哈斯(Robert Hass)著 ;
陳柏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320 面; 21 公分 .-- (大師名作坊 ;
188) .-- ISBN 978-626-335-143-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4.51
*自殺橋 / 泰勒.亞當斯(Taylor Adams)
著 ; 蕭季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
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 11102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357-3 (平裝) 普遍
級
874.57
走進酒吧的男人 / 勞倫. 布雷克莉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4 .-- 384 面; 21 公分 .-- (MM ;
MM071) .-- ISBN 978-986-494-425-5
(平裝) NT$350 限制級
874.57
看誰在說謊 / 凱倫.麥馬納斯作 ; 尤傳
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95) .-- ISBN 978957-741-505-9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4.57
背叛者 / 保羅.比迪(Paul Beatty)著 ; 何
穎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50
面; 21 公分 .-- (大師名作坊 ; 187) .-ISBN 978-626-335-080-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4.57
病患疑雲 / 絲汀娜.福爾摩斯(Steena
Holmes)著 ; 林立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奇幻基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3 .-- 384 面; 21 公分 .-- (Best
嚴選 ; 139) .-- ISBN 978-626-7094-26-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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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你的落石就在懸崖上 / 琳賽.瑞巴
爾(Lindsay Ribar)作 ; 陳思穎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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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316-685-1 (平裝) 普遍級
874.57
黑特冤家 / 莎莉.索恩作 ; 李麗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03 .-- 464 面; 21 公分 .- (Lámour love more ; 15) .-- ISBN 978957-741-500-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74.57
碎片人生 / 卡琳.史勞特作 ; 顏湘如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464 面; 21 公
分 .-- (Storytella ; 122) .-- ISBN 978957-741-503-5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74.57
鄰家女孩 / 傑克.凱堔(Jack Ketchum)
著 ; 柯清心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
異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4 .-- 35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630-5-9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874.57
親愛的艾德華 / 安.納波利塔諾(Ann
Napolitano) 作 ; 康 學 慧 (Lucia Kung)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4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208-1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874.57
隱藏的女孩 / 劉宇昆著 ; 歸也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
限公司, 11104 .-- 464 面; 14 公分 .-(文學森林 ; LF0158) .-- ISBN 978-6267061-18-3 (平裝) NT$460 普遍級
874.57
深 海 的 女 兒 / 雷 克 . 萊 爾 頓 (Rick
Riordan)著 ; 王心瑩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481-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74.59
尋找下一個保利 / 艾莉.班傑敏(Ali
Benjamin)著 ; 王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00-44-1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74.59
量子少年 / 萊恩.弗拉霍斯(Len Vlahos)
文 ; 鄭榮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幼
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388 面; 21 公分 .-- (小說館 ; 33) .-ISBN 978-986-449-259-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74.59
小狐狸深夜故事集 / 克里斯汀.麥凱.
赫迪克(Christian McKay Heidicker)著 ;
武君宜繪 ; 林立仁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509-1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74.596
白牙 / 傑克.倫敦(Jack London)原著 ;
管家琪改寫 ; 黃薏文繪圖 .-- 二版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48 面; 21 公分 .-- (世
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 60) .-- ISBN
978-986-338-479-3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874.596
我做得到! : 一位小小音樂家的故事 /
莫 . 威 樂 (Mo Willems) 作 ; 安 珀 . 任
(Amber Ren)繪 ; 吳愉萱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40 面; 25X25 公分 .-- (童
心園 ; 232) .-- ISBN 978-986-507-770-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6
怪獸日記. 2, 搖滾小怪獸馬文戰勝過
動症 / Raun Melmed, Annette Sexton 著 ;
李政賢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651-5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6
長腿叔叔 / 珍.韋伯斯特原作 ; Orange
Toon 故事.繪圖 ; 翁培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184 面; 21 公分 .-- (世界
名著 ; 5) .-- ISBN 978-986-0761-34-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74.596
挨 鞭 僮 / 席 德 . 弗 雷 希 門 (Sid
Fleischman) ; 吳榮惠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 (金獎
小說系列) .-- ISBN 978-986-338-480-9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74.596
梅西 換檔上路 / 梅格. 梅迪納(Meg
Medina)著 ; 方淑惠譯 .-- 第二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513-8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74.596
給媽媽的深夜日記 / 薇拉.西蘭達妮
(Veera Hiranandani)著 ; 鄒嘉容譯 .-第二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512-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小鼴鼠的大夢想 / 湯姆.波西渥(Tom
Percival)著 ; 克莉絲汀.皮姆(Christine
Pym)繪 ; 黃筱茵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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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051-20-7 (精裝) 普遍級
1.SHTB: 自我肯定--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丹尼爾的美好一天 / 米夏.亞齊
(Micha Archer)文.圖 ; 吳其鴻翻譯 .-初版 .-- 臺北市 :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1104 .-- 40 面; 22X25 公分 .-- (繪本
小宇宙 ; 13) .-- ISBN 978-986-06451-6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古靈精怪瑪德琳 / 路德威.白蒙
(Ludwig Bemelmans) 圖 . 文 ; 尤 筱 茹
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
限公司, 11104 .-- 5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427-461-1 ( 精 裝 )
NT$29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奇異博士 / 亞力耶.卡博蘭作 ; 麥可.
柏科斯奇 ; 麥可.亞提耶繪 ; 許皛翎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4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1-19-1 (精
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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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博士 : 夢次元的麻煩 / 戴夫.克羅
歐托作 ; 沙恩.克萊斯特繪 ; 許皛翎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4 .-- 3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1-184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爸爸,你愛我嗎? / 史帝芬⋅麥可⋅金
(Stephen Michael King)文.圖 ; 余治瑩
翻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之三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2 面;
22X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664-53-4 (精裝) 普遍級
874.599
奧莉薇 : 不想當公主 / 伊恩福克納文.
圖 ; 郝廣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40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76-64-6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自我肯定--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瑪德琳倫敦遊 / 路德威.白蒙(Ludwig
Bemelmans)圖.文 ; 李庭安譯 .-- 新北
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 司,
11104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27-463-5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瑪德琳與救命恩狗 / 路德威. 白蒙
(Ludwig Bemelmans) 圖 . 文 ; 尤 筱 茹
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
限公司, 11104 .-- 64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427-462-8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瑪德琳歡樂聖誕節 / 路德威. 白蒙
(Ludwig Bemelmans) 圖 . 文 ; 劉 芮 瑜
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
限公司, 11104 .-- 40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427-464-2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蜘蛛人與驚奇之友 : 守株待兔的黑
豹 / 迪士尼 Disney Books 作 ; 劉銘廷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4 .-- 32 面; 20 公分 .-

- ISBN 978-626-316-686-8 (精裝) 普遍
級
874.599
機器寶寶 / 大衛威斯納(David Wiesner)
文.圖 ; 何俊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0 面; 28 公分 .-- (科幻繪本) .-- ISBN
978-986-5576-63-9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歪斜的斑馬國 / 馬蘇德.梅爾克
(Masoud Malekyari)作 ; 蘇珊.巴托利
(Susan Batori)繪 ; 吳羽涵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48 面; 31 公分 .-- (迷繪本 ;
107)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548-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5.599
茶花女 / 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
著 ; 鄧海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
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304 面;
23 公分 .-- (愛經典 ; 20) .-- 慕夏典藏
夜光版 .-- ISBN 978-626-95371-6-7 (平
裝) NT$288 普遍級
876.57
孩子的友善溝通力. 2, 用心理解 / 奧
利維.克勒(Olivier Clerc)文 ; 蓋亞.博
迪西亞(Gaia Bordicchia)圖 ; 王晶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5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051-26-9 (精
裝)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孩子的友善溝通力. 3, 你能做到 / 奧
利維.克勒(Olivier Clerc)文 ; 蓋亞.博
迪西亞(Gaia Bordicchia)圖 ; 王晶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5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051-25-2 (精
裝) 普遍級
1.SHTB: 自我肯定--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鴿子郵差送信之旅 / 澀谷純子圖文 ;
蔡季佐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
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4 .-- 48 面; 18X20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11-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6.599
神曲 / 但丁原著 ; 郭素芳改寫 .-- 三
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299 面; 23 公分 .-- (新視界 ;
16) .-- 全彩名畫新版 .-- ISBN 978-986178-592-9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7.51
紙花女子 / 多那托.卡瑞西作 ; 梁若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464 面; 21 公
分 .-- (storytclla ; 130) .-- ISBN 978-957741-510-3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77.57
高山上的小郵局 / 安荷樂絲.杜良特
(Ángeles Doñate)作 ; 葉淑吟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4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204-3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878.57
為什麼貓不戴帽子? / 維多利亞.佩雷
茲.埃斯克里瓦(Victoria Pérez Escrivá)
文 ; 艾絲特.賈西亞(Ester García)圖 ;
黃婷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511-3-2 (精裝)
普遍級
878.599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時間的奔馳 : 阿赫瑪托娃詩集 / 安娜.
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著 ; 熊
宗慧譯注 .-- 初版 .-- 臺北市 : 櫻桃園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詩讀本 ; 3) .-- ISBN 978986-97143-6-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880.51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4 .-- 120 面; 18X18 公分 .-ISBN 978-626-7069-55-4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885.3596
非法入境 / 梅格.蒙戴爾(Meg Mundell)
著 ; 清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
基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384 面; 21 公分 .-- (Best 嚴
選 ; 140) .-- ISBN 978-626-7094-30-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87.157
瘋狂樹屋 143 層 : 一團混亂的露營假
期 / 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s)著 ;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 韓書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故事館) .-- ISBN
978-626-7000-40-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87.1596
壞蛋聯盟. 4 : 殭貓攻擊 / 艾倫.布雷比
(Aaron Blabey)文.圖 ; 黃筱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14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35-050-2 (平裝)
普遍級
887.1596
壞蛋聯盟. 5 : 星際臭屁 / 艾倫.布雷比
(Aaron Blabey)文.圖 ; 黃筱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144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35-063-2 (平裝)
普遍級
887.1596

新聞學

青春 : 哥本哈根三部曲.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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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48-3-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81.557

做為獨立記者 : 寫好新聞的十個心
法 / 朱淑娟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
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32-655-3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新聞寫作 2.CST: 新聞報導
895.4

搖 滾 吧! 松露 / 芬妮. 布莉 特(Fanny
Britt)文 ; 伊莎貝爾. 阿瑟諾(Isabelle
Arsenault)圖 ; 藍劍虹譯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

藝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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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交陪美學論 : 當代藝術面向近未來
神祇 / 龔卓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44 面; 26 公分 .-- (tone) .-- ISBN 978626-7118-1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宗教藝術 2.CST: 民間信仰
3.CST: 社會美學 4.CST: 文集
901.707
台北雙年展. 2020 : 你我不住在同一
星球上 /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 林怡華主
編 .-- 臺 北 市 : 臺 北 市 立 美 術 館 ,
11103 .-- 360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86-0772-9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現代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
塑意與繪境 : 李光裕 X 黃意會 =
Sculpting landscape and painting
emotion / 陳貺怡總編輯 .-- 新北市 :
采泥藝術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655-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
蛻 : 國際紙纖維藝術雙年展. 2021/22
= Transfiguration / 孫愛華, 楊曄文字
撰寫 ; 艾咪.李察, 伊西斯.奧立佛, 珍.
費爾巴恩.愛德華茲, 楊偉林執行編
輯 .-- 南投縣草屯鎮 : 國立臺灣工藝
研究發展中心, 11103 .-- 164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560-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
奈 良 美 智 2021 台 灣 特 展 = Nara
Yoshimoto in Taiwan / 奈良美智作 .-初版 .-- 臺北市 : 大鴻藝術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270-3-0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1
Polaris : 新竹市立建華國中美術班第
35 屆畢業畫冊 / 35 屆美術班全體同
學作 .-- 新竹市 :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
中學, 11103 .-- 144 面; 20X21 公分 .-ISBN 978-626-7091-10-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太 陽文 化藝術 協會 會員美展 專輯 .
2022 / 李雪蘭主編 .-- 臺中市 : 太陽文
化藝術協會, 11103 .-- 36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4149-2-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11105 .-- 41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0-24-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台灣中部美術展. 第 69 屆 = Members
Exhibition for the 69th Arts Exhibition of
Taiwan Central / 廖本生, 劉哲志, 蘇智
偉, 趙純妙, 呂冠慧, 張國二, 曹程凱
編輯委員 .-- 臺中市 : 臺灣中部美術
協會, 臺中市美術協會, 11103 .-- 224
面 ;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94516-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美術班畢
業生暨在校生作品集. 37th / 臺南市
北區立人國民小學美術畢業班作 .-臺南市 :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
11103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7-9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台灣美術院院士大展. 2022 = 2022
Academician Exhibition of Taiwan
Academy of Fine Arts / 江明賢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
美術院文化藝術基金會, 11102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99-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百年雄中再創巔峰 : 雄中百年校慶
藝術家聯展 / 洪宛均主編 .-- 初版 .-高雄市 :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1102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5-78-0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桃園市美術家邀請展. 2022 = Taoyuan
Artists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 徐慧君
執行編輯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文
化局, 11103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74-6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桃源美展. 2021 = Taoyuan Fine Arts
Exhibition / 劉俊蘭總編輯 .-- 初版 .-桃園市 : 桃園市立美術館, 11103 .-187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20-72-2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高雄獎. 2022 = Kaohsiung Award 2022
/ 魏鎮中, 楊貴雯執行編輯 .-- 第一
版 .-- 高 雄 市 : 高 雄 市 立 美 術 館 ,
11103 .-- 88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465-81-0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國軍文藝金像獎得獎作品專輯. 第 55
屆 = 55th Armed Forces Golden Statue
Award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 黃德潔
主編 .-- 臺北市 :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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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屋 : 張恩慈 = Sugar house : Chang
En-Tzu / 張恩慈作 .-- 臺中市 : 靜宜大
學藝術中心, 11102 .-- 127 面; 27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98295-5-7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驚蟄始,微雨卉新 : 國立臺南藝術大
學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2021 材質藝術
祭 = 2021 Material Art Festival :
awakening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
創作與設計系編著 .-- 臺南市 : 國立
臺南藝 術大學 材質 創作與 設計系 ,
11103 .-- 133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8425-7-0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Keep blooming : Taiwan now : 臺日文
化交流藝術計畫成果專書(中日文版)
= Keep Blooming : Taiwan Now :
Taiwan-Japan cultural exchange arts
project catalogue(Mandarin and Japanese)
/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會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
金會, 11102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31-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展覽 2.CST: 文化交流
3.CST: 臺灣 4.CST: 日本 906.6
Keep blooming : Taiwan now : 臺日文
化交流藝術計畫成果專書(中英文版)
= Keep blooming : Taiwan now :
Taiwan-Japan cultural exchange arts
project catalogue(Mandarin and English)
/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會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
金會, 11102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31-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展覽 2.CST: 文化交流
3.CST: 臺灣 4.CST: 日本 906.6
台灣美術院院士學術論文集. 2022 =
2022 collection of academic essays by
academicians from Taiwan Academy of
Fine Arts / 江明賢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美術院文化
藝術基金會, 11103 .-- 1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799-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文集 907
希利爾的藝術史 / 維吉爾.希利爾作 ;
王奕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
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汲古閣 ; 17) .-- ISBN 978986-392-43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藝術史 2.CST: 通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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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術兩百年. 下 : 島嶼呼喚 / 顏
娟英, 蔡家丘, 黃琪惠, 楊淳嫻, 魏竹
君, 林育淳等撰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6 公分 .-- (春山之聲 ; 33) .-- ISBN
978-626-95639-7-5 (平裝) NT$1250 普
遍級
1.CST: 美術史 2.CST: 臺灣 909.33
臺灣美術兩百年. 上 : 摩登時代 / 顏
娟英, 蔡家丘, 黃琪惠, 楊淳嫻, 魏竹
君, 邱函妮等撰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6 公分 .-- (春山之聲 ; 32) .-- ISBN
978-626-95639-6-8 (平裝) NT$1250 普
遍級
1.CST: 美術史 2.CST: 臺灣 909.33
句句有梗的西洋藝術小史 / 意公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
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06-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藝術史 2.CST: 歐洲 909.4

音樂
不褪色的音符 : 陳志遠的音樂宇宙 /
李律著 .-- 臺北市 : 臺北流行音樂中
心, 11103 .-- 24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5807-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陳志遠 2.CST: 音樂家 3.CST:
臺灣傳記 910.9933
江文也傳 : 音樂與戰爭的迴旋 = A
rondo of music and war : the biography
of Bunya Koh = 江文也伝 : 音楽と戦
争の回旋 / 劉美蓮撰著 .-- 增訂一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416 面;
23 公分 .-- (People ; 12) .-- ISBN 978986-387-544-4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江文也 2.CST: 音樂家 3.CST:
傳記 910.9933
貝多芬傳 /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著 ; 傅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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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經典 ; 58) .-ISBN 978-626-335-061-8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貝多芬(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2.CST: 音樂家 3.CST: 傳
記 910.9943
從前有個貝多芬 / 世一文化編輯群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60 面; 26
公分 .-- (漫畫名人很有事 ; 1) .-- ISBN
978-626-313-038-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貝多芬(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910.9943
偉大作曲家群像 : 韋瓦第 / 約翰.布斯
著 ; 陳慧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
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56-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韋瓦第(Vivaldi, Antonio, 16781741) 2.CST: 作曲家 3.CST: 傳記
4.CST: 義大利 910.9945
管 弦 樂團 / 雅芳儂. 紐歐 佛(Avalon
Nuovo), 大衛.德倫(David Doran)著 ;
吳琪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80 面;
29X29 公分 .-- ISBN 978-957-32-94801 (精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管絃樂團 912.3
認同與權力 : 當代臺灣創作型歌手
流行歌曲研究(1980 年迄今) / 劉建志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468 面; 23 公
分 .-- (文學研究叢書. 現代文學叢刊 ;
806009) .-- ISBN 978-986-478-613-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流行歌曲 2.CST: 音樂創作
3.CST: 音樂社會學 4.CST: 臺灣
913.6033
白先勇說崑曲 / 白先勇著 .-- 二版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2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08-6229-4 (精裝) NT$620 普
遍級
1.CST: 崑曲 2.CST: 文集 915.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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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鋼琴奏鳴曲 : 他本人的彈奏
和教學 / Kenneth Drake 著 ; 王杰珍翻
譯 .-- 二版 .-- 桃園市 : 原笙國際有限
公司, 11102 .-- 22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227-2-9 (精裝) NT$980 普
遍級
1.CST: 貝多芬(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2.CST: 鋼琴曲 3.CST: 奏
鳴曲 4.CST: 樂曲分析 917.1022
流行豆芽譜. 99 / 姚逸軒編輯 .-- 高雄
市 : 卓著出版社出版 : 卓著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128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06394-4-5 (第 99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鋼琴 2.CST: 樂譜 3.CST: 流行
歌曲 4.CST: 音樂教學法 917.105
管風琴繪本 / Ksenia Bönig 作 ; 劉彰
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0 面;
30 公分 .-- (Origin ; 27) .-- ISBN 978626-335-138-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管風琴 917.3

建築
建築,之間的距離 : 2022 臺南建築三
年 展 = Architecture : di-stances inbetween / 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
會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社團法人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11103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9199-6-9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大一建築
設計課程作品冊. 109 年度 / 李美慧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建築系出版 : 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設計學院發行, 11103 .-- 14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299-1-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作品集
920.25
綠建築在臺灣. 2021 : 優良綠建築獎
作品專輯. 第十一屆 = Green buildings
in Taiwan 2021 / 周光宙, 蘇瑛敏, 廖婉
茹撰文 ; 廖婉茹主編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103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699-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綠建築 2.CST: 建築節能
3.CST: 作品集 920.25

中國古代建築概說 / 樂嘉藻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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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204 面; 23 公分 .- (中華文化思想叢書. 傳統中華文化
思想叢刊 ; A0100069) .-- ISBN 978986-496-624-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中國 922
透視中國木建築 / 樸世禺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4 .-- 19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766-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建築美術設
計 3.CST: 中國 922
台灣建築史綱 = The outline of Taiw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 林會承, 徐明福,
傅朝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4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235-3-5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建築史 2.CST: 臺灣 923.33
台 灣 建 築 地 圖 . VOL.01, 台 北 市 =
Architectural map Taiwan. VOL.01,
Taipei city / 高名孝, 蔡瑞麒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築閱行銷企劃有限公
司, 11104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935-2-3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都市建築 2.CST: 臺北市
923.33/101
台灣建築地圖. VOL.02, 基隆市 新北
市 桃園市 = Architectural map Taiwan.
VOL.02, Keelung city New Taipei city
Taoyuan city / 高名孝, 蔡瑞麒, 蔡瑋哲,
謝明達, 吳宜晏, 王進坤文字 .-- 初
版 .-- 臺北市 : 築閱行銷企劃有限公
司, 11104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6935-1-6 (平裝) NT$620 普
遍級
1.CST: 都市建築 2.CST: 基隆市
3.CST: 新北市 4.CST: 桃園市
923.33/105
山丘上的修道院 : 科比意的最後風
景 = The convent on the hill : le
Corbusier's last vision / 范毅舜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3 公
分 .-- 10 周年傳奇復刻版 .-- ISBN
978-626-335-046-5 (平裝) NT$500 .-ISBN 978-626-335-047-2 ( 精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宗教建築 2.CST: 照片集
927.4
閱讀地景的五個維度 / 王光宇著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3 .-- 2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5273-2-8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景觀工程設計 2.CST: 地景藝
術 929

雕塑
天賞心 台灣鳥 : 戴天賞木雕專輯 / 戴
天賞作 .-- 臺南市 : 中華民國國立臺
南第一高級中學校友總會, 11103 .-15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23-0-3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木雕 2.CST: 作品集 933
一葉一世界 : 日本藝術家的 89 個迷
你葉雕童話 / Lito@Leafart 作 ; 黃薇
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03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雕刻 2.CST: 葉 3.CST: 作品集
936.9
陶之初 : 黃吉正現代陶藝創作集 / 黃
吉正作 .-- 初版 .-- 彰化縣彰化市 : 彰
化縣文化局,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 (彰化縣美術家接力展 ; 第 108 棒) .- ISBN 978-986-5473-58-7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翠雨漆戲 畫中有話 : 王佩雯漆藝創
作 專輯 = Amusing : the diversity of
lacquer/Wang Pei-Wen's lacquerware
exhibition / 王佩雯作 .-- 初版 .-- 南投
縣草屯鎮 : 翠雨山房, 11103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014-2-4 (平
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漆器 2.CST: 作品集 938.9

書畫
于右任先生之書法 .-- 臺北市 : 三省
書屋出版 : 和尚洲文物發行, 11103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2010-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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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聖教序記暨心經 / 吳鴻鵬修復 .- 初版 .-- 臺北市 :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
司出版部, 11102 .-- 192 面; 26 公分 .- (修復放大碑帖選集 ; 31) .-- ISBN
978-626-95310-2-8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法帖 943.5
澹廬.心畫.書道禪 : 曹秋圃書藝展 /
台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創價文教基金會,
11104 .-- 72 面; 25X26 公分 .-- (文化
尋根建構台灣美術百年史)(創價文
化藝術系列. 2022 年) .-- ISBN 978957-9566-9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抒心無意 : 穆然書會壬寅聯展 = 2022
Exhibition of Mu Ran Calligraphy
Association / 孫愛玉主編 .-- 桃園市 :
桃園市穆然書會, 11103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2700-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承與變. 2022 : 大觀風華 書法 X 篆刻
專輯 / 蔡介騰總編輯 .-- 彰化市 : 國
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110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55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篆刻 3.CST: 作品
集 943.6
飛墨橫山 : 橫山書法藝術館開館國
際 書 藝 展 = Flying ink : Hengshan
international calligraaphy art exhibition /
劉俊蘭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園
市立美術館, 11102 .-- 188 面; 28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02070-8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藝術評論 3.CST:
作品集 943.6
學而時習悅心扉 : 福智書法師資培
力班首展專輯 / 福智書法師資培力
班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福智文
教基金會出版 ; 雲林縣 : 福智文教基
金會教育發展中心發行, 11103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846-0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默墨耕耘 : 2022 耕雅書會會員聯展 /
彭源正總編輯 .-- 新竹縣竹東鎮 : 新
竹耕雅書會, 11103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89168-2-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大地情緣. 2022 : 臺灣近代水墨創作
發展兼論羅振賢水墨創作與教育思
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Affection for
the Earth / 廖新田, 蔡耀慶, 潘[], 黃冬
富, 胡懿勳, 熊宜敬, 何堯智作 .-- 臺北
市 : 國立國父紀念館, 11102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559-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文集 3.CST: 臺
灣 944.07
仰山聽泉 : 郭源下 90 嵩壽師生聯展 /
郭 源 下 作 .-- [ 臺 北 市 ] : 郭 源 下 ,
11102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773-0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5
臺灣膠彩畫協會聯展. 2022 第四十屆
= The 40th Eastern Gouache Exhibition
of Taiwan Glue-painting Association
2022 .-- 臺中市 : 臺灣膠彩畫協會,
11103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814-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膠彩畫 2.CST: 畫冊 945.5
借古開今 : 張大千的藝術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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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535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2-1-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張大千 2.CST: 水墨畫 3.CST:
藝術評論 945.6
動-移 與之間 : 曾霆羽當代水墨畫集
= Movement-migration and the inbetween : ink paintings by Tseng Ting-yu
/ 曾霆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紫藤
廬有限公司紫藤廬分公司, 11103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09139-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眼如月 : 洪瑄 = Moon-eyed : Hung
Hsuan / 洪瑄[作] .-- 臺北市 : 赤粒藝
術經紀策展有限公司, 11103 .-- 60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06708-5-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中國畫 2.CST: 畫冊 945.6
筆意墨痕 : 林慧瑾水墨畫選輯 / 林慧
瑾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吾皇多媒體
行銷有限公司, 11102 .-- 8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0408-6-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墨泥柔痕 : 楊慧華水墨陶藝創作 / 楊
慧華作 .-- 臺南市 : 楊慧華, 11103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07-2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陶瓷工藝
3.CST: 作品集 945.6
20 天掌握人體素描速成班 / 糸井邦
夫作 ; 陳聖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4 .-- 16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763-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人物畫 3.CST: 繪
畫技法 947.16
不是畫家的速寫趴趴走 / 羅敏菁畫 .- 初版 .-- 新北市 : 元神館出版社有限
公司, 11103 .-- 192 面; 24 公分 .-- (元
神系列 ; 4) .-- ISBN 978-986-6465-41-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畫冊 947.16
人體結構原理與繪畫教學 / 肖瑋春
作 .-- 新北市 : 北星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4 .-- 32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210-0-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人物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2
眼鏡男子的畫法 / 神慶(じんけい),
MAKA(まか), ふぁすな(ファスナ),
木野花ヒランコ(このはなひらん
こ), まゆつば(マユツバ), 鈴木類(す
ずきるい)作 ; 邱顯惠翻譯 .-- 新北
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17-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物畫 2.CST: 男性 3.CST: 繪
畫技法 947.2
霓 裳 幻 夢 少 女 心 / 橘 子 /ORANGE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4 .-- 72 面; 25X25 公
分 .-- (多彩多藝 ; 11) .-- ISBN 978-957686-825-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著色畫 2.CST: 繪畫 3.CST: 畫
冊 947.39
動漫角色電眼繪製技法 / 玄光社編
輯部作 ; 洪薇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4 .-- 1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762-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眼睛 3.CST: 繪畫
技法 9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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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風漫畫技法教學 / 史丹.李(Stan
Lee)作 ; 陳依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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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216-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1
可愛服飾的畫法. 小學女生篇 / もか
ろーる著 ; 邱顯惠翻譯 .-- 新北市 : 北
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14-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服飾 3.CST: 繪畫
技法 947.45
偶像大師 閃耀色彩 illustration works.
vol.1 = The idolm@ster shiny colors
illustration works. vol.1 / 株式会社バン
ダイナムコ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
株式会社バンダイナムコアーツ監
修 .-- 初版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
有限公司, 11103 .-- 212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441-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晨田憶童年 / 陳志強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琥珀動畫科技有限公司,
11102 .-- 9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7652-4-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杜夢幻故事集 : 杰拉爾丁的太空載
具和總部 = Du phantasy story sets :
Geraldine's
space
vehicle
and
headquarter / 杜岳作 .-- [臺北市] : 杜
岳,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57-43-9829-4 (平裝)
NT$14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郎世寧繪畫中之技法轉譯研究 / 林
淑芬作 .-- 臺北市 : 蕙風堂筆墨有限
公司出版部, 11103 .-- 19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626-95310-3-5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郎世寧(Castiglione, Giuseppe,
1688-1766) 2.CST: 繪畫 3.CST: 畫論
947.5
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專輯. 第 23
屆 = The 23rd Meiling Award : the
catalogue of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 許有仁總編輯 .-- 初版 .-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縣政府,
11103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9-06-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牽手一世情 : 藝啟友智繪,憶起守護
愛 / 陳綉琴主編 .-- 臺南市 : 奇美醫
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1102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788-2-6 (精
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簡單構成 : 林宏信作品 2022 = Simple
composition : Lin Hung Hsin solo
exhibition 2022 / 林宏信作 ; 陳貺怡合
著 .-- 臺北市 : 首都藝術中心, 11103 .- 80 面; 22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87686-5-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下班後的鉛筆素描課. 光影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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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101-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鉛筆畫 2.CST: 素描 3.CST: 繪
畫技法 948.2
下班後的鉛筆素描課. 視角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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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102-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鉛筆畫 2.CST: 素描 3.CST: 繪
畫技法 948.2
水彩風景各類場景繪畫流程百科 :
從基礎到專業的祕密技法 / 笠井一
男作 ; 林芷柔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
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16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風景畫 3.CST:
繪畫技法 948.4
以過客之名 : 「想念放在畫裡」陳
愛珠畫集 / 陳愛珠作 .-- 臺中市 : 陳
愛珠, 11104 .-- 84 面; 25X26 公分 .-ISBN 978-957-43-9878-2 ( 精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光.時.足.迹 : 陳青娖作品集 / 陳青娖
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臺暉印刷設
計有限公司, 11102 .-- 9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86427-6-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看不見的通道 : 一條連結永恆精神
的 紐 帶 = Invisible passages : a
connection between that which is and that
which has always been / 林暄涵作 .-- 臺
南市 : 蔚藍藝術經紀有限公司,
11104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85-6-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鄉野四季 : 莊玉明油畫創作專輯 =
Countryside of the four seasons : Chuang
Yu Ming oil painting creation album / 莊
玉明作 .-- 初版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
義縣文化觀光局, 11103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9-05-2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樂.遊 : 紀朝順油畫創作展 = Happy
wandering : oil painting solo exhibition
by Chi Chao-Shun / 紀朝順作 .-- 臺中
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
中心, 11103 .-- 76 面; 25X26 公分 .-ISBN 978-626-7001-79-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失焦 : 無序的解構 : 李益成創作論述
= Out of focus : disorderly deconstruction
/ 李益成作 .-- 高雄市 : 正修學校財團
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出版 : 正修科技
大學藝文處發行, 11103 .-- 13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945-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噴畫 2.CST: 畫論 948.96

攝影；電腦藝術
神遊之境 : 邱國峻攝影影像創作與
論述 / 邱國峻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6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490-195-1 (精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攝影 2.CST: 影像 950
論攝影 /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著 ; 黃燦然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
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桑塔格作
品集) .-- ISBN 978-626-310-201-9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79

1.CST: 攝影美學 2.CST: 影像

950.1

CLIP STUDIO PAINT 筆刷素材集. 西
洋篇 / Zounose, 角丸圓著 ; 楊哲群翻
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7062-13-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插畫 3.CST:
繪畫技法 956.2
電腦繪圖「人物塗色」最強百科 :
CLIP STUDIO PAINT PRO/EX 繪圖!
書面解說與影片教學,學習 68 種優質
上色技法 / 株式会社レミック編著 ;
林芷柔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18-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插畫 3.CST:
繪畫技法 956.2
環遊日本摩托車日記 : 走遍 47 都道
府縣、1741 市町村,看見最美麗的日
本風景 / 仁科勝介攝影/文字 ; 邱香凝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
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3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44-37-7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風景攝影
3.CST: 遊記 4.CST: 日本 957.2
金平糖 / 崔香蘭文字 .-- 初版 .-- 臺北
市 : 崔香蘭, 11103 .-- 20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43-9873-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9
三峽百年湧現年華攝影集 =
Hundreds years of Bella Sanxia / 林三德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三峽
區三角湧文化協進會, 11102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08-0-4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新北市三峽區
958.33
台 北 攝 影 年 鑑 . 2022 = Taipei
photography annual 2022 / 顏麗華總編
輯 .-- 臺北市 : 臺北攝影學會, 11103 .- 156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8696971-5-6 (精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余嗣英 70 攝影回顧集 / 余嗣英著
作 .-- 臺北市 : 福峰彩色印刷有限公
司, 11103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834-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星移 = Constellations / 葉世強, 葉偉立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
驗室, 11104 .-- 3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186-6-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高 雄 攝 影 年 鑑 . 2021 = Kaohsiung
photography / 鄭培業總編輯 .-- 高雄
市 : 社團法人高雄市攝影學會,
11102 .-- 20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4436-6-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經典攝影藝術全覽 = Visual arts of the
photography / 潘東波編著 .-- 一版 .-新北市 : 相對論出版有限公司,
11103 .-- 432 面; 26 公分 .-- (古今視覺
藝 術 全 覽 系 列 ) .-- ISBN 978-98696014-4-3 (平裝) NT$799 普遍級
1.CST: 攝影師 2.CST: 傳記 3.CST: 攝
影作品 959

工藝美術
<<家傳食譜>>作品集 ; <<家傳食譜
>>創作論述 = Family recipe catalogue ;
Family recipe thesis statement / 潘娉玉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潘 娉 玉 ,
11102 .-- 15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43-9822-5 (線裝) 普遍級
1.CST: 裝置藝術 2.CST: 作品集
3.CST: 文集 960
我的美感遊戲書 : 設計動手讀 / 湯姆.
曼布雷(Tom Mumbray), 愛麗絲.詹姆
斯(Alice James)作 ; 佩卓.邦恩(Petra
Baan)繪 ; 江坤山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8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32-9475-7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通俗作品 960
COLOR DESIGN : 9 大系主色彩的美
感配色學 / ingectar-e 著 ; 伍言莞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20-63-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963
ISO CMYK 色票指南 : ISO 15339 標
準塗佈類&模造類印刷與 RGB 色票
= ISO CMYK swatch guide : ISO 15339

standard coated & uncoated print and
RGB swatch / 戴孟宗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5474-8-7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963
0 門檻自學設計必修課 / 武田英志作 ;
洪禎韓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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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公分 .-- (愛生活 ; 123) .-ISBN 978-986-5520-65-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商業美術 2.CST: 平面廣告設
計 964
你所不知道的漫畫封面設計解析. 2 /
日貿出版社編著 ; 王怡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9-15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封面設計 2.CST: 平面設計
3.CST: 漫畫 964
解構版面視覺設計 / SendPoints 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 邦聯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20-64-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版面設計 2.CST: 平面設計
964
設計的本質 / 田中一雄著 ; 詹慕如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雙囍出版,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心與愛 ; 1) .-- ISBN
978-626-95496-7-2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設計 2.CST: 文集 964.07
絲語 : 染織四十雜寫 / 馬芬妹作 .-- 第
一版 .-- 花蓮市 : 美崙磁學社, 11104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7757-6-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馬芬妹 2.CST: 編織工藝
3.CST: 印染 4.CST: 臺灣傳記 966
室內設計手繪製圖必學. 4, 術科詳解
必勝全攻略 / 劉宜維, 鄧雅菁, 許志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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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08 面; 2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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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408-792-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室內設計 2.CST: 繪畫技法
967
夢想與實踐 : 王美幸色彩到琉璃光
的追逐 / 王美幸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王美幸, 11102 .-- 14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43-9828-7 ( 精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琉璃工藝 2.CST: 油畫 3.CST:
作品集 968.1
謎樣景泰藍 = Cloisonné unveiled / 胡
櫨文, 賴芷儀文字撰述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故宮博物院, 11104 .-- 312
面; 30 公分 .-- 中英日對照 .-- ISBN
978-957-562-85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古器物 2.CST: 景泰藍 3.CST:
博物館展示 968.3
舞金 : 林淑雅金屬工藝創作集 / 林淑
雅作 .-- [高雄市] : 林淑雅, 11101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78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藝 2.CST: 作品集
968.4
歷歷 : 林淑雅金屬工藝創作集 / 林淑
雅作 .-- [高雄市] : 林淑雅, 11101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78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藝 2.CST: 作品集
968.4
說時依舊 : 林淑雅金屬工藝創作集 /
林 淑 雅 作 .-- [ 高 雄 市 ] : 林 淑 雅 ,
11101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78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藝 2.CST: 作品集
968.5

技藝
菊花 / 鄭美櫻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 11103 .-- 104
面; 21 公分 .-- (名卉花藝系列 ; 10) .-ISBN 978-957-9155-67-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花藝 2.CST: 菊花 971
哇 ! 玩 摺 紙 變 聰 明 了 !. 入 門 篇 /
ENJOY 美術創意師資團隊編製 .-- 初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12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0725-61-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摺紙 2.SHTB: 創作--3-6 歲幼
兒讀物 972.1
哇 ! 玩 摺 紙 變 聰 明 了 !. 基 礎 篇 /
ENJOY 美術創意師資團隊編製 .-- 初
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12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0725-62-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摺紙 2.SHTB: 創作--3-6 歲幼
兒讀物 972.1
壺之意志 / 王俠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19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7118-16-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茶具 2.CST: 壺 3.CST: 文集
974.307

戲劇
心有所愛,全力以赴! : 國家表演藝術
中心董事長五年工作實錄 / 朱宗慶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36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79) .-- ISBN 978626-335-084-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表演藝術 2.CST: 文化機構
3.CST: 藝術行政 980.6
戲曲演進史. 五, 明清戲曲背景 / 曾永
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476 面; 23 公
分 .-- (國學大叢書) .-- ISBN 978-95714-7411-3 (平裝) .-- ISBN 978-957-147409-0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戲劇 2.CST: 戲曲史
982.7
重繪臺北地圖 : 21 世紀臺灣電影中
的臺北再現 / 黃詩嫻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3 .-- 350 面; 21
公分 .-- (新美學 ; 61) .-- BOD 版 .-ISBN 978-626-7128-00-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電影史 2.CST: 影評 3.CST: 臺
灣 987.0933
拉丁電影驚艷 / 焦雄屏著 .-- 初版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3 公分 .-- (光影系列 ;
L8005) .-- ISBN 978-986-319-645-7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電影史 2.CST: 影評 3.CST: 拉
丁美洲 987.0954

細說覺醒年代 / 龍平平, 李占才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11103 .-- 272 面; 23 公分 .-(Sunny 文庫 ; 228) .-- ISBN 978-6267134-02-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989.2

遊藝；娛樂；休閒
老倫敦,從酒吧出發 / 張誌瑋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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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ross 系列) .-- ISBN 978-626335-098-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酒吧 2.CST: 英國倫敦 991.7
藝陣演義 : 2021 國家重要民俗南鯤
鯓代天府五府千歲進香期專輯 / 黃
文博主編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南鯤
鯓代天府, 11102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929-7-1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藝陣 2.CST: 民俗活動 3.CST:
臺南市 991.87
智慧旅遊科技 / 石岳峻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672-0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旅遊業管理
3.CST: 數位媒體 992
觀光行政與法規 / 楊正寬著 .-- 十一
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448 面; 26 公分 .-(觀光旅運叢書) .-- 精華版 .-- ISBN
978-986-298-391-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觀光行政 2.CST: 觀光法規
992.1
鐵道觀光 : 軌道經濟的鳴笛標 / 周永
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科技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桃園市] : 成陽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55-564-0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觀光行政 2.CST: 鐵路 3.CST:
臺灣 992.2
花蓮.慢.原.宿 : 花蓮部落居遊 =
Hualien.leisure.tribe.lodging : stay-over
tourism in hualien / 花蓮縣政府著 .-初版 .-- 花蓮市 : 花蓮縣政府, 11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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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66-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民宿 2.CST: 旅遊 3.CST: 部落
4.CST: 花蓮縣 992.6233/137
有機花蓮 : 永續環境,純璞返真 / 花蓮
縣政府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208 面; 21 公分 .-- (生活文化 ; 71) .-ISBN 978-626-335-116-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有機農業 2.CST: 休閒農場
3.CST: 旅遊 4.CST: 花蓮縣 992.65
北台灣步道攻略完全制霸 / 吳俊緯,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3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89-700-3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登山 2.CST: 健行 3.CST: 臺灣
992.77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竹梅古
道縱走心得集. 第四屆 / 國立嘉義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綜合高中第十七屆
社會學程全體學生合著 .-- 初版 .-- 嘉
義市 :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綜合高中社會科, 11102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1-44-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登山 2.CST: 文集 992.7707
走進弓道的世界 / 鄭晃二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184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317-650-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射箭 993.31
迪士尼歡樂迷宮書 / 迪士尼團隊, 皮
克斯團隊文.圖 ; 李紫蓉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11110 .-- 1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203-943-4 (精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益智遊戲
3.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996
打怪西遊記. 4, 豬八戒穿越史前動畫
陣 / 董麗艷, 馬劍濤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華文精典, 11104 .-- 208 面; 26
公分 .-- (樂學館 ; 18) .-- ISBN 978-62695493-3-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思考變敏捷 / 喬.福爾曼(Joe Fullman)
著 ; 迪亞哥.方克(Diego Funck)繪 ; 謝
明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9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371-34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記憶變好強 / 喬.福爾曼(Joe Fullman)
著 ; 迪亞哥.方克(Diego Funck)繪 ; 謝
明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9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371-34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雷頓不可思議偵探社 / Ahn Chi Hyeon
文 ; TeamKids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44 面; 25 公分 .-- (Science
layton ; 6-) .-- ISBN 978-957-658-790-0
(第 6 冊: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漫畫 997
臺語宋詞今謎 / 楊國顯編著 .-- 高雄
市 : 菜根香出版社, 11105 .-- 100 面;
19 公分 .-- (菜根社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6169-7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燈謎 2.CST: 宋詞 3.CST: 臺語
997.4
好辣數獨 133 選 / 數獨研究會編著 ;
Koizumiunse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9-1423 (第 24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兩個陌生人的盲目約會 : 燒腦謎題
100 道,活絡思路,提升開放性與靈活
性! / 霍格爾.丹貝克(Holger Dambeck)
著 ; 王榮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3 .-- 280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7044-30-8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出團啦!Minecrfat 地下城打寶全秘錄
/ GOLDEN AXE 作 ; 盧品霖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11104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72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逼真建物秒蓋!Minecraft 達人的 3 分
鐘建築速成魔術 / カゲキヨ作 ; 林克

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11104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72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遊戲人生 72 變 : 線上.實體遊戲教學
一本通 / 莊越翔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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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400 面; 23 公分 .-- (ideaman ;
141) .-- ISBN 978-626-318-203-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團康活動 2.CST: 遊戲 997.9
超萌手作!歡迎光臨黏土動物園 : 挑
戰可愛極限の居家實用小物 65 款 /
胡瑞娟 Regin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 悅智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104 面;
26 公分 .-- (趣.手藝 ; 15) .-- ISBN 978957-9623-83-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泥工遊玩 2.CST: 黏土 999.6
集合啦!手作黏土觀葉植物 : 34 款超
人氣品種,Step by step 捏出擬真風格
美葉植栽 / 吳鳳凰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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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8-791-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泥工遊玩 2.CST: 黏土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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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台灣數學教育學會年會暨第
十三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學術研討會
論文全文集/陳嘉皇, 楊凱翔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教育大學數教系,
11102 .-- 44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488-5-5 (平裝) 普遍級
Communications market report. 2021/ .-臺北市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110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7-86-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Kahirahira no tokos(sakacecay)山林之
門/Salizan 胡克緯故事編寫; 方銘總,
霓卡總編輯 .-- 初版 .-- 臺東縣 : 臺東
縣政府原民處, 11103 .-- 34 面; 21X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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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5419-78-3 (第 1
冊:精裝) NT$250 普遍級
Taipei Biennial. 2020: 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chief editor
Bruno Latour, Martin Guinard, Eva Lin .- 臺北市 : 北市美術館, 11103 .-- 360
面; 32 公分 .-- ISBN 978-986-0772-951 (平裝) 普遍級
「新北市市定古蹟三峽宰樞廟修復
及再利用工程」監造暨工作報告書
委託技術服務案工作報告書/詹益榮
計畫主持 .-- 新北市 : 新北市文化局,
11103 .-- 4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5-00-6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六堆忠義亭 300 年詩歌集/屏東縣竹
田鄉公所作 .-- 屏東縣 : 屏縣竹田鄉
公所, 11103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7117-08-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文化與休閒學術研討會. 2022: 休閒
與生活美學的論述與實踐論文集/鄭
肇祺總編輯 .-- 臺東縣 : 臺東大學文
休系, 11105 .-- 9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54-3-4 (平裝) 普遍級
失智友善從微笑開始: 推動失智友善
服 務手冊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2 .-- 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9-95-5 (平裝) 普遍級
好久好久以前: 佳平部落古謠繪本=
kasicuayan/周明傑, 莊德才, 高至聖歌
謠採集; 謝秀珠翻譯; 潘 正憲總編
輯 .-- 初版 .-- 屏東縣 : 屏縣武潭國小,
11104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09-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好吃的野菜= Kaso^ay ko dateng/曾詩
惠 Panny 文; 胡季莛 Yoliko 圖; 全曉
嵐 Abus 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桃市
教育局, 11103 .-- 19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0-75-3 (平裝) 普遍
級
我的預立醫療決定心願探索手冊/葉
依琳, 黃少甫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北市聯合醫院人文創新書院 ,
11102 .-- 3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72-93-7 (平裝) 普遍級
我想要去外面住!: 身心障礙者由全
日型住宿機構轉銜社區服務指引手
冊/陳貞如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社家署, 11102 .-- 7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69-93-1 (平裝) 普遍
級

ISBN 978-986-5422-95-0 (上冊:平裝)
普遍級

所, 11101 .-- 17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079-4-8 (平裝) 普遍級

花蓮港/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 第十四
版 .-- 高 雄 市 : 海 軍 大 氣 海 洋 局 ,
11103 .-- 1 面; 118X84 公分 .-- ISBN
978-626-7080-20-7 (全開單張) NT$450
普遍級

泰雅族語文領域補充教材: 泰雅族語
文情境式教材-澤敖利泰雅語. 文化
回應教學篇/陳麗惠(Yaway.Walis), 里
苾 荷 . 瓦 力 思 (Libix.Walis), 梁 志 強
(Suyan.Nomin) 中 文 文 字 ; 高 玉 梅
(Ali.Temu), 陳靜佩(Rucu.Pawan), 陳麗
貞(Aking.Walis)族語文字 .-- 南投縣 :
投縣府, 11102 .-- 9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2-96-7 (上冊:平裝)
普遍級

臺北港及附近/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第三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海洋局,
11103 .-- 1 面; 118X84 公分 .-- ISBN
978-626-7080-22-1 (全開單張) NT$450
普遍級

花蓮港及附近/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第十版 .-- 高雄市 : 海軍大氣海洋局,
11103 .-- 1 面; 118X84 公分 .-- ISBN
978-626-7080-21-4 (全開單張) NT$450
普遍級
屏東縣歸來國民小學永續校園探索
計畫. 110 年度: 校園植物地圖/楊志
強, 吳春瑩, 朱若葶, 李定錦, 陳旭弘,
程心瑩, 陳亭渝, 李碧珠, 張耿耀, 洪
甄敏, 陳明蓁, 利佩娟, 黃國瑜, 鄧衍
沛編輯 .-- 屏東縣 : 屏縣歸來國小,
1110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08-8 (平裝) 普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7 日 ,LIN FUNG
SHIPPING(HK)LIMITED,LI FUNG 輪
IMO 編號 9107241,於基隆港外錨地
船身右傾 20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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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119-02-0 (PDF)
普遍級
食.員林= Foodie Yuanlin/國立員林高
中語文菁英班(第 71 屆畢業班)文字
編輯 .-- 彰化縣 : 員林高中, 11103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146-2 (平裝) 普遍級
原景綠境: 臺灣原生樹種景觀應用手
冊= Green world-a guidebook on natvie
landscape trees of Taiwan/王志強, 呂碧
鳳, 邱清安, 張坤成, 陳子英, 曾彥學,
簡瑞儀, 蘇夢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林務局, 11102 .-- 2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00-58-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泰雅族語文領域補充教材: 泰雅族語
文情境式教材-萬大泰雅語. 文化回
應教學篇/陳麗惠(Yaway.Walis), 里苾
荷 . 瓦 力 思 (Libix.Walis), 梁 志 強
(Suyan.Nomin) 中 文 文 字 ; 高 玉 梅
(Ali.Temu), 陳靜佩(Rucu.Pawan), 陳麗
貞(Aking.Walis)族語文字 .-- 南投縣 :
投縣府, 11102 .-- 90 面; 30 公分 .--

泰雅族語文領域補充教材: 泰雅族語
文情境式教材-賽考利克泰雅語. 文
化回應教學篇/陳麗惠(Yaway.Walis),
里苾荷.瓦力思(Libix.Walis), 梁志強
(Suyan.Nomin) 中 文 文 字 ; 高 玉 梅
(Ali.Temu), 陳靜佩(Rucu.Pawan), 陳麗
貞(Aking.Walis)族語文字 .-- 南投縣 :
投縣府, 11102 .-- 9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22-97-4 (上冊:平裝)
普遍級
航海圖書目錄= Catalog of charts and
publications/海軍大氣海洋局編 .-- 高
雄市 : 海軍大氣海洋局, 11103 .-- 21
面; 30X42 公分 .-- ISBN 978-626-708023-8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健康識能行動模板/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3 .-- 3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69-99-3 (平裝) NT$50 普遍級
國立中央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
果專輯. 107-110 年/楊鎮華總編輯 .-桃園市 : 中央大學, 11103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497-6-4 (平裝)
普遍級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專輯:
台灣膠彩五人聯展=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Center Exhibition: Five Artist
Exhibition of Taiwanese Glue Color
Painters/簡錦清, 高永隆, 倪玉珊, 林春
宏, 林必强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勤
益科大, 11102 .-- 7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99056-9-5 (精裝) 普遍
級
視覺藝術論壇. 第十六期= Visual arts
forum. vol.16/視覺藝術論壇編輯委員
會編輯 .-- 嘉義縣 : 嘉大視覺藝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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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雙生(Digital Twin): 建築資訊建
模(BIM)與人工智慧(AI)整合應用可
行性研究/莊棨椉計畫主持; 嚴嘉鑫
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
部建研所, 11101 .-- 1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6-96-2 (平裝) 普遍
級
樂齡新食尚 嚼妙好食光/臺大醫院北
護分院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台大
醫院北護分院, 11102 .-- 9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52-78-0 (平裝)
普遍級
藝術祭. 2021: 臺灣銀行 繪畫季.攝影
季.書法季作品輯= Arts Festival: Bank
of Taiwan 2021 Portfolio/臺灣銀行企
劃 部 編 輯 .-- 臺 北 市 : 臺 灣 銀 行 ,
11103 .-- 6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445-23-2 (精裝) 普遍級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Super fun(student book). 3= 國小英語.
第三冊/張曉莉, 陳昭玲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4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6-54-4 (平
裝) 普遍級
Super fun(workbook). 3= 國小英語. 第
三冊/張曉莉, 陳昭玲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4 .-- 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86-55-1 (平裝)
普遍級
(一般民政)高考三級/地方三等課文
版套書. 2022/尹析, 楊銘, 蔡先容, 陳
俊文, 任穎, 朱華聆編著 .-- 第一版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76-6 (全套:平裝)
NT$2660 普遍級
(一般民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課文
版套書. 2022/林志忠, 賴小節, 朱華聆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68-1 (全套:平裝) NT$2240 普遍
級

(一般行政)高考三級/地方三等課文
版套書. 2022/尹析, 楊銘, 蔡先容, 陳
俊文, 任穎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75-9 ( 全 套 : 平 裝 )
NT$2640 普遍級
(一般行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課文
版套書. 2022/林志忠, 賴小節, 陳俊文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73-5 (全套:平裝) NT$222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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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32-2 (PDF) 普遍級
(人事行政)高考三級/地方三等課文
版套書. 2022/尹析, 楊銘, 許南雄, 林
志忠, 任穎, 李振濤, 陳培林編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803 (全套:平裝) NT$2565 普遍級
(人事行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課文
版套書. 2022/林志忠, 李振濤, 陳培林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72-8 (全套:平裝) NT$2155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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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40-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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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41-4 (PDF) 普遍級
(升大學測)升大學測數學(A)科全真
模擬考/學寧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0-963-6 (平
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觀光餐旅業導論完全
攻略/高芬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20-942-1 (PDF)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二專)程式設計實習總
複習測驗卷/林柏超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33-9 (PDF)
普遍級
(戶政)高考三級/地方三等課文版套
書. 2022/尹析, 紀相, 張瀚騰, 任穎, 成
宜霖, 羅格思, 陳月娥, 朱華聆編著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773 (全套:平裝) NT$2785 普遍級
(戶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課文版套
書. 2022/林志忠, 紀相, 任穎, 成宜霖,
羅格思, 張瀚騰編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ISBN 978-986-520-969-8 (全套:平裝)
NT$2755 普遍級
(司法特考)司法法學知識與英文(包
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兩岸
關係、英文)/龍宜辰, 許願, 劉似蓉編
著 .-- 第十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58-2 (PDF) 普遍級
(共同科目)高普考/地方三四等題庫
版套書. 2022/千華編委會, 羅格思, 穆
儀, 章庠, 凱旋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ISBN 978-986-520-957-5 (全套:平裝)
NT$1785 普遍級
(初等考試 司法五等)錄事、庭務員 6
合 1 歷屆題庫. 下. 2022/麥特, 王文宏
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2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49-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初等考試 司法五等)錄事、庭務員 6
合 1 歷屆題庫. 上. 2022/得勝, 羅然,
畢成, 伍迪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2 .-- 7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48-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初等考試)行政學大意焦點速成/林
志忠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54-4 (PDF) 普遍級
(金融證照)信託業務專業測驗考前
猜題/龍田編著 .-- 第二十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2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37-7 (平
裝) 普遍級
*(消防設備師士)消防設備士歷年試
題四合一超級詳解/洪玉編著 .-- 第七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43-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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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帳士)國文: 多元型式作文攻略/廖
筱雯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34-6 (PDF) 普遍級
*(高普考)公共政策精析 /陳俊文編
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45-2 (PDF) 普遍級
*(高普考)公共管理(含概要)歷屆試
題精闢新解/楊銘編著 .-- 第七版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44-5 (PDF)
普遍級
(高普考)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心理學/
舒懷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46-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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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35-3 (PDF)
普遍級
(高普考)國考大師教你看圖學會行
政學/楊銘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0-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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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48-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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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0-936-0 (PDF)
普遍級
(專業科目)不動產經紀人套書. 2022/
程馨, 林筱涵, 陳旭鳳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67-4 (全套:
平裝) NT$2130 普遍級
(教育行政)高考三級/地方三等課文
版套書. 2022/尹析, 舒懷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79-7 (全套:
平裝) NT$1775 普遍級
(教育行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課文
版套書. 2022/林志忠, 艾育, 李振濤,
陳培林, 舒懷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ISBN 978-986-520-971-1 (全套:平裝)
NT$2225 普遍級
(教甄教檢)數學歷年試題+模擬試題
解題聖經. 十一. 110 年度/杜雅棋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3 .-- 4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0-955-1 (平裝) 普遍級
(勞工行政)高考三級/地方三等課文
版套書. 2022/尹析, 王志成, 陳月娥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78-0 (全套:平裝) NT$2585 普遍級
(勞工行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課文
版套書. 2022/林志忠, 陳月娥編著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704 (全套:平裝) NT$257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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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49-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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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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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51-3
(PDF) 普遍級
(鐵路特考)逼真!鐵路運輸學(含概要、
大意)模擬題庫+歷年試題/白崑成編
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52-0 (PDF) 普遍級

1110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06-242-2 (平裝) 普遍級

11104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227-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Fun box CLIL(workbook). book 1/author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02 .-- 3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506-244-6 (平裝) 普遍
級

New step for GEPT/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04 .--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1-645-5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Fun box CLIL(workbook). book 3/author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02 .-- 3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506-243-9 (平裝) 普遍
級

Phonics
pro
magic
1200(workbook)/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Winni Li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02 .-- 冊 .-- ISBN 978-957-506-2460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506247-7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Fun box CLIL(workbook). book
A/author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06-245-3 (平裝)
普遍級

Reading highlights. 3/editor-in-chief
Aska Wang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3 .-- 2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69-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Fun box CLIL. book 1/by Beat Eisele .-second edition .-- 臺 北 市 : 凱 撒 琳 ,
11102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06-241-5 (平裝) 普遍級

Super fun(student book). 4= 國小英語.
第四冊/陳昭玲, 張曉莉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4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6-56-8 (平
裝) 普遍級

Hello,华语!(练习本)/李丽美, 曹如意,
刘毓婷, 洪孟钰, 廖筱毓, 黄亦敏, 严
世纪编撰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3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12-3 (第 8 冊:平裝) 普遍
級
I love English/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104 .-- 冊 .-- ISBN 978-957-9686-57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968658-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9686-59-4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Let's talk kentucky(student's book). book
6/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 高雄
市 : 肯塔基文教企業, 11104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66-5-5 (平
裝) 普遍級

Town musicians of Bremen: wee talk!
wee play! teacher's manual 教師手冊.
purple B/吳彥姍, 林佳慧作 .-- 初版 .-臺北市 : 佳音, 11102 .-- 2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48-922-0 (平裝)
普遍級
Twinkle little STARt 英文開星門/李佳
蒨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雙母
語學殿, 11102 .-- 冊 .-- ISBN 978-62695791-0-5 (全套:平裝) NT$5000 普遍
級
八週帶你讀公共管理(概要)(公職三
四等)/三民名師群編著 .-- 六版 .-- 臺
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3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18-5 (平
裝) 普遍級

Arduino 生活達人/蔡懷文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03-3 (平
裝) NT$50 普遍級

Let's talk kentucky(workbook A). book
6/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 高雄
市 : 肯塔基文教企業, 11104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66-6-2 (平
裝) 普遍級

Elementary statistics: a step by step
approach brief version/by Allen G.
Bluman .-- 臺 北 市 : 麥 格 羅 希 爾 ,
11103 .-- 8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41-483-4 (平裝) 普遍級

Let's talk kentucky(workbook B). book
6/editor in chief Sandra Chang .-- 高雄
市 : 肯塔基文教企業, 11104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66-7-9 (平
裝) 普遍級

八週帶你讀行政學(概要)(公職三四
等)/三民名師群編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3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19-2 (平
裝) 普遍級

Fun box CLIL. book 3/by Beat Eisele .-second edition .-- 臺 北 市 : 凱 撒 琳 ,

Light 數學教學講義. B3/林佩如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八週帶你讀英文(公職三四等)/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陽編著 .-- 十九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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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週帶你讀 地方自治 概要 / 期湧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3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25-3 (平裝) 普遍級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17-8 (平裝) 普遍級

11105 .-- 21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07-561-0 (平裝) 普遍級

上榜模板身分法/一芳著 .-- 三版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3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90-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公民搶分小法典/三民名師群編著 .-八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
11103 .-- 4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24-14-7 (平裝) 普遍級

土壤力學試題精選/施國欽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施國欽, 11103 .-- 4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9814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公共政策/太閣編 .-- 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18-4 (PDF)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上榜必備套書. 2022 年
/許文昌, 尹宸作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02 .-- 冊 .-- ISBN 978-626-334019-0 (全套:平裝) NT$292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考前速成秘技大公開/
林育智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9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3-173-3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套書. 2022/高朋, 尚榜,
程馨, 林筱涵, 陳旭鳳編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66-7 (全套:
平裝) NT$2480 普遍級
中華民國憲法: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
(測驗題型). 2022 版/蕭培編著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2 .-- 5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44-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金融科技知識: 重點整
理+試題精選/柳威廷編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58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內外科護理學導論/唐善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18-8 (PDF)
普遍級
公文與法學緒論/林美美, 胡劭安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38-2
(PDF) 普遍級
公民科歷屆大考試題分類解密/三民
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 修訂二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07-562-7 (平
裝) 普遍級
公 民掌心 雷 /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公務人員考試 2000+公職英文單字口
袋書/林雅應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1102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16-0 (平裝)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公共經濟
學)(100~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王喆,
牧翰, 周詳, 張天啟, 張智凱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090-9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水處理工
程(含水處理工程概要、給水及污水
工程)) (103-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
王瀚, 劉力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098-5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系統專案
管理(含系統分析與設計、系統分析
與設計概要、系統分析與資訊安
全))(103-110 年試題)/張逸, 張瑞, 楊
智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04-3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國際經濟
學(含國際經濟學概要))(103~110 年
試題)(申論題型)/張元, 周詳, 牧翰, 蔡
琳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091-6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貨幣銀行
學(含貨幣銀行學概要))(103~110 年
試題)(申論題型)/王達昌, 林元, 周詳,
張智凱, 陳奕宇, 陳思穎, 楊莉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092-3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程式語言
(含程式設計、程式語言概要、程式
設計概要)) (103~110 年試題)/洪捷,
張逸, 劉逸, 羅文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7-079-4 (PDF) 普遍級
86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含經濟學概論、經濟學概
要))(105~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王
喆, 牧翰, 周詳, 楊莉編著 .-- 一版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093-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經濟學
(含經濟學概論、經濟學概
要))(105~110 年試題)(測驗題型)/王
喆, 牧翰, 周詳, 楊莉編著 .-- 一版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094-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資料庫應
用(含資料庫應用概要))(102~110 年
試題)/林偉, 張逸, 羅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096-1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資料處理
( 含 資 料 處 理 概 要 ))(100-110 年 試
題)(申論題型)/林偉, 吳鋼, 張逸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05-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資料結構
(含資料結構與資料庫及資料探
勘))(101~110 年試題)/林偉, 洪捷, 程
功, 張逸, 劉逸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7-080-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資訊管理
與資通安全(含資訊管理、資訊管理
概要、資通安全概要、資訊管理與
資通安全概要))(104~110 年試題)/丁
棋, 吳鋼, 高進, 楊智, 羅文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081-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資通網路
(含網路原理與應用))(103-110 年試
題)/林偉, 吳鋼, 張逸, 羅文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06-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環境化學
與環境微生物學(含環境微生物學概
要 、 環 境 化 學 概 要))(102-110 年 試
題)(申論題型)/石濤, 王瀚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099-2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環境污染
防治技術(含環境污染防治技術概要、
水污染與土壤污染防治))(103-110 年
試題)(申論題型)/王瀚, 黃博智, 劉力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00-5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環境科學
( 含 環 境 科 學 概 要 ))(102-110 年 試
題)(申論題型)/王瀚編著 .-- 一版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101-2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環境規劃
與管理(含環境規劃與管理概
要))(102-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王瀚,
張郎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02-9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環境衛生
學與環境影響評估技術)(103-110 年
試題)(申論題型)/王瀚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103-6 (PDF)
普遍級
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工 程 數 學 ).
2022(103-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程
逸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59-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2022(101-110 年試題)/洪澤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24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資產概論
與法規)(申論題型). 2022(97-110 年試
題)/洪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3 .-- 152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27-123-4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水處理工程
(含水處理工程概要、給水及污水工
程 ))(申 論 題型 ). 2022(103-110 年試
題)/王瀚, 劉力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15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121-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半導體工程).
2022(99-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袁大
為, 劉強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2 .-- 18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27-069-5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系統專案管理
(含系統分析與設計、系統分析與設
計概要、系統分析與資訊安全))(申
論題型). 2022(103-110 年試題)/張逸,
張瑞, 楊智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12-8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工 程 數 學 ).
2022(103-110 年試題)(測驗題型)/程
逸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68-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社會學(含社
會學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4-110
年試題)/劉學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1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26-5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經濟
學)(申論題型). 2022(100-110 年試題)/
王喆, 牧翰, 周詳, 張天啟, 張智凱, 楊
莉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086-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要).
2022(105-110 年試題)(測驗題型)/張
逸, 陳峻楓, 羅文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070-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心理學(含心
理學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6-110
年試題)/黃崴, 張心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25-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論
( 含 計 算 機 概 要 、 計 算 機 系 統 )).
2022(103-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張
逸, 程功, 陳峻楓, 劉逸, 羅文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6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文化行政與政
策分析(含文化行政概要))(申論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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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國際經濟學
(含國際經濟學概要)). 2022(103-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張元, 周詳, 牧翰,
蔡琳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3 .-- 1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085-5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基 本 電 學 ).
2022(100-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陳
澤, 余宏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2 .-- 28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27-064-0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統計學(含統
計學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5-110
年試題)/李昱, 徐明, 張翔, 張璇作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131-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貨幣銀行學
( 含 貨 幣 銀 行 學 概 要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3-110 年試題)/王達昌, 林元,
周詳, 張智凱, 陳奕宇, 陳思穎, 楊莉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089-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通信與系統
( 含 通 信 系 統 概 要 、 通 訊 系 統 )).
2022(100-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余
宏, 時越, 項揚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3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065-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程式語言(含
程式設計、程式語言概要、程式設
計概要)). 2022(103-110 年試題)/洪捷,
張逸, 劉逸, 羅文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3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084-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經濟學(含經
濟學概論、經濟學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5-110 年試題)/王喆, 牧翰, 周
詳, 楊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3 .-- 160 面; 24 公分 .-ISBN 978-626-327-087-9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經濟學(含經
濟學概論、經濟學概要))(測驗題型).
2022(105-110 年試題)/王喆, 牧翰, 周
詳, 楊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2 .-- 432 面; 24 公分 .-ISBN 978-626-327-088-6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料庫應用
( 含 資 料 庫 應 用 概 要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2-110 年試題)/林偉, 張逸, 羅
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97-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料處理(含
資 料 處 理 概 要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0-110 年試題)/林偉, 吳鋼, 張
逸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13-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料結構(含
資 料 結 構 與 資 料 庫 及 資 料 探 勘 )).
2022(101-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林
偉, 洪捷, 程功, 張逸, 劉逸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82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訊管理與資
通安全(含資訊管理、資訊管理概要、
資通安全概要、資訊管理與資通安
全概要)). 2022(104-110 年試題)/丁棋,
吳鋼, 高進, 楊智, 羅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83-1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資通網路(含
網 路 原 理 與 應 用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3-110 年試題)/林偉, 吳鋼, 張
逸, 羅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3 .-- 2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27-111-1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電 力 系 統 ).
2022(103-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林
力, 李元, 袁大為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061-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子儀表概
要). 2022(99-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
蔡宏恩, 劉強, 余宏編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63-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子學(含電
子 學 概 要 、 電 子 學 與 電 路 學 )).

2022(106-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袁
大為, 張鼎(胡建全), 鄧茗, 劉強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58-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路學(含電
子學與電路學、電子學與電路學概
要). 2022(104-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
張鼎(胡建全), 李元, 余宏, 袁大為, 劉
強, 鄧茗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2 .-- 3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27-060-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電機機械(含
電工機械概要)). 2022(104-110 年試
題)(申論題型)/陳澤, 曾誠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66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輸配電學概
要). 2022(99-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
李元, 曾誠, 陳澤, 孫廷, 蔡宏恩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67-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化學與環
境微生物學(含環境微生物學概要、
環 境 化 學 概 要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2-110 年試題)/石濤, 王瀚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14-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污染防治
技術(含環境污染防治技術概要、水
污染與土壤污染防治))(申論題型).
2022(103-110 年試題)/王瀚, 黃博智,
劉力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3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18-0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1103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15-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衛生學與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技 術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3-110 年試題)/王瀚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20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文言文推與敲/宇文通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17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233-588-8 (平裝)
普遍級
文意思考.判讀/宇文通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17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233-590-1 (平裝)
普遍級
日本語文法句型及單字分類辭典超
高命中率套書: 精裝本精修關鍵字版
日 本 語 文 法 句 型 辭 典
N1,N2,N3,N4,N5 文法辭典+精裝本日
本語單字分類辭典 N1,N2,N3,N4,N5
單字分類辭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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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冊 .-- ISBN 978-986-246678-0 (全套:精裝附光碟片) NT$1189
普遍級
日本語文法句型辭典及必背單字大
全超高命中率套書: 精修版日本語文
法句型辭典 N1,N2,N3,N4,N5 文法辭
典+精修版新制日檢!絕對合格
N1,N2,N3,N4,N5 必背單字大全/吉松
由,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千田晴夫,
小池直子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
田社, 11104 .-- 冊 .-- ISBN 978-986246-683-4 (全套:25K 平裝附光碟片)
NT$1079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科學(含
環 境 科 學 概 要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2-110 年試題)/王瀚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1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166 (平裝) NT$220 普遍級

日檢圖解比較文法及必背閱讀高分
合格暢銷套書: 新制日檢!絕對合格
圖解比較文法 N4+新制對應!絕對合
格日檢閱讀 N4/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大山和佳子, 黃茗楚, 田中陽子, 山田
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山田社, 11104 .-- 冊 .-- ISBN 978986-246-684-1 (全套:25K 平裝附光碟
片) NT$609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規劃與管
理(含環境規劃與管理概要))(申論題
型). 2022(102-110 年試題)/王瀚, 張郎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水利會考試土地行政與土地法規/胡
劭安編 .-- 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27-6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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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會考試 土地登記 概要 / 陸雨農
編 .-- 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28-3 (平裝) 普遍級
水利會考試公文與法學緒論/林美美,
胡劭安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31-3 (平裝) 普遍級
水利會考試行政法概要/胡劭安編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290 (平裝) 普遍級
水利會考試行政學概要/太閣編 .-- 十
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375 (平裝) 普遍級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3-09-7 (EPUB) NT$280 普遍級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24-9 (PDF) 普遍級

幼兒行為輔導/阮震亞, 楊惠卿, 許莉
莉, 李琇菁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
都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16-2-0 (PDF) NT$350 普遍
級

生物統計學重點暨題型解析/韓勝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026-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幼兒擊樂合奏/魏欣儀, 汪雅婷著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39-3 (PDF)
NT$420 普遍級
民用航空法/鄭中基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55-9 (平裝) NT$560 普遍級

水利會考試經濟學概要/平心編 .-- 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35-1 (平
裝) 普遍級

民 刑法 總則主 題式 申論題庫 全解 .
111 版/陳曄, 周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03 .-- 55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179-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水利會考試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
規/全道豐編 .-- 五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30-6 (平裝) 普遍級

民法(概要)測驗題完全制霸/李律師
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6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33-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世界體育史: 101-110 年高考地特三
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 新北市 : 黃怡雅, 11102 .-- 18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7983 (平裝) NT$720 普遍級

民法(概要)解題完全制霸/徐裕唐編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34-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主題式國際關係與國際現勢混合題
庫(含外交史)/顏台大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46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76-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古文素養攻略/何俐瑩, 官意千著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18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30-781-3 (平裝)
NT$290 普遍級
台電新進僱員主題式公民歷屆試題
完全解析. 111 版/林茵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174-0 (平
裝) NT$670 普遍級
*台電新進僱員綜合行政五合一歷屆
試題大全集/鼎文名師群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23-8 (PDF)
普遍級
台語認證中高級 kap 寫作講義/高嘉
徽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民法搶分小法典/三民名師群編著 .-三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
11103 .-- 4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24-15-4 (平裝) 普遍級
民航人員三等飛航管制歷屆綜合題
庫/金庸, 郭雋, 鄭中基, 顏台大, 林敏
玄, 魏志憲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49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158-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民航人員三等航務管理歷屆綜合題
庫/金庸, 郭雋, 鄭中基, 顏台大, 王弘
飛, 林敏玄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49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159-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生命教育理論與實務: 素養導向/王
惠蓉, 王燕雪, 李玉嬋, 李采儒, 孫效
智, 張哲民, 張淑美, 張淑珠, 陳詠琳,
張碧如, 康瀚文, 黃正璋, 黃雅文, 黃
曉令,賀豫斦,黃麗娟,楊清貴, 蔡昕璋,
鍾敏菁, 蘇倫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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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療天室/蕭玉玲, 林秝語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2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3-01-9 (平
裝) 普遍級
休閒與流行文化/楊知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675-1 (PDF) 普遍級
*企業管理(含概要)/畢斯尼斯編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19-1 (PDF)
普遍級
*企業管理大意/畢斯尼斯編 .-- 十一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20-7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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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20-8
(EPUB)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概念建構/黃博彥(黎律師)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8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18-3 (平裝) NT$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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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4-21-5 (EPUB) 普遍級
刑法學霸筆記書/柚律師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03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1-05 (平裝) 普遍級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
秒速記憶/劉秀編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3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65-8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地政士全科目 35 天速成/陳仕弘, 洪
正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
資訊,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4-22-2 (EPUB) 普遍級
地政士專業科目題庫攻略 /陳仕弘,
林實恭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
輔考資訊,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4-23-9 (EPUB) 普遍級

地理說圖/余佳樺, 郭皇甫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3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0-10-1 (平
裝) NT$63 普遍級
成語好好玩/洪憶慈編寫 .-- 初版 .-臺南市 : 企鵝創意, 11103 .-- 冊 .-ISBN 978-986-5547-84-4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547-85-1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547-86-8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47-87-5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4788-2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47-89-9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老師開講: 民法(親屬繼承)/袁翟編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3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22-8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保險法/廖毅編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1102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834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稅捐
稽徵法與租稅法/吳軍編 .-- 二版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20-4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老師開講: 國際海洋法(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Wide and Broad/名揚
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1103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836-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老師開講: 勞動社會法/郭羿編 .-- 四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3 .-- 592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7078-24-2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考前 30 天: 犯罪學概要/張婕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2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21-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考前 30 天: 刑法概要/柳震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保成, 11102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1-835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考前 30 天: 警察法規概要/程譯編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3 .-- 3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78-23-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1104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581-0 (平裝) 普遍級

肌力訓練課程設計/馬克.銳普托作;
王啟安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
坊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768-7 (EPUB)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音樂(丙版)/林
怡萱, 林芷儀, 莊馥瑋編著 .-- 初版 .-臺中市 : 育達文化, 11102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18-85-2 (平
裝) 普遍級

肌力訓練課程設計/馬克.銳普托作;
王啟安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
坊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769-4 (PDF) 普遍級
行政法申論題好好考/嶺律師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31-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行政學(含概要)/太閣編 .-- 十版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1-21-4 (PDF) 普遍級
作業系統開發實戰手冊: 以開發一個
視窗多工作業系統為例/陳育書著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28-2
(PDF) NT$750 普遍級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電機工程技
師). 2022(102-110 年試題)/劉強, 鄧茗,
張鼎(胡建全), 李元,劉承, 程逸, 陳澤,
曾誠, 林力, 袁大為, 孫廷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75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技師考試試題大補帖(環境工程技
師). 2022(102-110 年試題)/王瀚, 石濤,
何明, 李祥, 林禾, 林靖, 劉力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22-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影英補給站(B 版).
第三冊/東大英語編輯小組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555-9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B 版英文 VIP
自 學 攻 略 . 1= Vocabulary idioms
patterns/ 陳晉村, 李致瑩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585-8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單字
片語即時通. 1= English reader/劉宜君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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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學土木與建築群構造
與施工法/莊豐義, 楊松翰, 蕭人傑編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旭營文化出版
社, 11103 .-- 38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707-0-6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英文(B 版).
3/戴君樺, 陳文和, 陳文隆, 林玉萍, 蘇
莉 雯 , 黃 百 隆 , Andre Louw, Mark
Darvill, Nick Kembel 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4 .-- 1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228-0 (平
裝) NT$323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統測搜查
線數學 C 總複習講義/林志強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3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0-13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素
養題本. 三/邱婉嘉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翔宇, 11103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0-06-4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基
礎練習題本(乙版). 三/王豐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3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0-12-5 (平
裝) NT$10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習
作簿(乙版). 三/泰宇編輯部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3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0-11-8 (平
裝) NT$75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素
養題本. 三/邱婉嘉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翔宇, 11103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0-05-7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基
礎攻略講義. 一/吳部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翔宇, 11103 .-- 1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20-14-9 (平裝)
NT$181 普遍級

身分法一本通/許恒輔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14-5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防疫科技點子王/洪輝昶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00-2 (平
裝) 普遍級
法學大意搶分小法典(公職五等)/三
民名師群編著 .-- 十版 .-- 臺北市 : 三
民輔考資訊, 11103 .-- 6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28-4 (平裝)
普遍級
法 學緒論解 題完全制 霸 /李律師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24-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知識圖解: 法院組織法/陳敬曜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76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64-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社區教育與終身學習的對話: 社區教
育四十週年紀念專書第二輯/張德永,
劉以慧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
書苑, 11103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96-895-4 (平裝) NT$410 普
遍級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搶分題庫/陳思緯
編 著 .-- 八 版 .-- 臺 北 市 : 考 用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5-52-1 (PDF) NT$620 普遍級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含概要)搶分
題庫/陳思緯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考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25-50-7 (PDF) NT$660 普遍級
社會福利/林萬億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19-5 (PDF) NT$800 普遍
級
股票投資與操作實務/鄭廳宜編著 .-第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80-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大
意). 2023(107-111 年初考試題)(測驗
題型)/陳澤, 張鼎(胡建全)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77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電子學大意).
2023(107-111 年 初 考 試 題 )( 測 驗 題
型)/劉強, 鄧茗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23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076-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金氏紀錄重點集錦: 記帳相關法規概
要. 111 版/金永勝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02 .-- 436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169-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 ISBN 978-626-334-012-1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活用國中數學會考複習講義(108 新
課綱). 5-6 冊/盧建民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建弘, 11102 .-- 1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342-4-1 (平裝)
普遍級
看 TED-Ed. 地理篇/余佳樺, 郭皇甫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3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008-8 (平裝) NT$63 普遍級

金融科技知識/宋群編著 .-- 二版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24-6
(EPUB) 普遍級

看 TED-Ed. 歷史篇/楊智絢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3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0-07-1 (平
裝) NT$63 普遍級

金融科技知識/向宏編授 .-- 初版 .-臺中市 : 大鴻海文化, 11103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807-1-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致勝關鍵: 國文統測複習 28 週/吳羿
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05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554-2 (平裝) 普遍級

南一閱讀菁華. 三部曲/廖敏村, 許智
傑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2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780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計算機概論(含電腦概論/電腦常識).
2022: 重點整理 精選考題/蔡宏恩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6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54-0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政治學(概要)學霸筆記書/洪郡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知識達數位科
技, 11103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691-4-5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飛閱古今素養/林雯淑, 林麗芳, 洪郁
婷 , 曾 書 柔 著 .-- 臺 南 市 : 南 一 ,
11104 .-- 1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30-782-0 (平裝) NT$290 普遍級

政治學秒速記憶/韋伯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39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60-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 地理/林菲, 黃
飛宏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89-6 (平裝) 普遍級

架構式刑法(概要)申論題庫攻略. 111
版/周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3 .-- 6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178-8 (平裝) NT$660 普
遍級

香吉試學測複習講義. 歷史/陳秀珍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4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83-4 (平裝) 普遍級

架構式刑法概要測驗+申論答題一點
通. 111 版/周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1103 .-- 6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177-1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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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516-3-7 (PDF) NT$480
普遍級

流行病學計算題精解/王雪作 .-- 五
版 .-- 臺中市 : 及第, 11102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656-3-4 (平
裝) NT$330 普遍級

悅讀大哥大 PLUS(教師用)/周香珠,
蔡碧芳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80-3 (平裝) 普遍級

流體力學(含流體機械)重點暨題型
解析/王立宏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680 面; 23 公分 .-

校園哲學家/哲學新媒體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2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97-4 (平
裝) NT$38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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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拿滿級分: 公民學測總複習/趙嘉
毓, 周浩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3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50-4 (平裝)
普遍級
神拿滿級分: 地理學測總複習/蔡玉
琴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 11103 .-- 4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540-5 (平裝) 普遍級
神拿滿級分: 國文學測總複習/張青
松, 澎客來, 鄭慧敏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551-1 (平
裝) 限制級
記 帳士搶分 小法典 / 三民名師群編
著 .-- 十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
訊, 11103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13-0 (平裝) 普遍級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111 版/金永勝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5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68-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財務管理. 上, 證券投資/張永霖編
著 .-- 18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032-9 (平裝) NT$620 普遍級
骨科物理治療學= Orthopedic physical
therapy/王子娟, 何兆邦, 林燕慧, 徐阿
田, 柴惠敏, 曹昭懿, 詹美華, 陳譽仁,
陳翰裕, 趙遠宏, 蘇錦勤, 丁于旻, 朱
彥穎, 李瑋君, 林居正, 邱創圓, 唐詠
雯, 孫明暉, 陳文玲, 陳昭瑩, 陳月霞,
陳怡靜, 楊柏毅作; 徐阿田, 王子娟主
編 .-- 四版 .-- 臺北市 : 禾楓書局,
11102 .-- 冊 .-- ISBN 978-626-95672-5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高考一般行政必備套書. 2022 年/陳
義龍, 張鏡榮, 高凱, 嶺律師, 趙忠傑,
李蔚作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冊 .-- ISBN 978-626-334-022-0 (全套:
平裝) NT$4120 普遍級
高考人事行政必備套書. 2022 年/陳
義龍, 張鏡榮, 高凱, 嶺律師, 路珈, 蘇
絲曼作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冊 .-- ISBN 978-626-334-023-7 (全套:
平裝) NT$3000 普遍級
高考法律廉政必備套書. 2022 年/高
凱, 嶺律師, 張海平, 張鏡榮, 劉睿揚,
薛 進 坤 作 .-- 臺 北 市 : 高 點 文 化 ,
11102 .-- 冊 .-- ISBN 978-626-334-0206 (全套:平裝) NT$3640 普遍級

高普公務員法(包括任用、服務、保
障、考績、懲戒、交代、行政中立、
利益衝突迴避與財產申報). 111 版/郭
如意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10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61-0 (平裝) NT$700 普遍級
高普考文化人類學申論題庫暨歷屆
試題解題. 111 版/黃雋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156-6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高普考共同科目必備套書. 2022 年/
康莊, 尹宸, 林惠華, 徐英智, 王肇基
編著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冊 .-- ISBN 978-626-334-013-8 (全套:
平裝) NT$3370 普遍級
高普考英文: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測
驗題型). 2022 版/羅然編著 .-- 第 5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2 .-- 7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465 (平裝) NT$620 普遍級
高普法學緒論(大意)秒速記憶. 111
版/陳治宇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103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62-7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 500 問/高芬編
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2 .-- 20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75-847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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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661-4 (PDF) 普遍級
國小國語.數學暑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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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05-5 (平裝) NT$110 普遍級
國小國語.數學暑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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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06-2 (平裝) NT$110 普遍級
國中數學基本素養. 3, 七年級會考實
力扎根練習/許建銘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32-4 (PDF) NT$30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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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作文、論文)/李杰編 .-- 十一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22-1 (PDF)
普遍級
國文(論文)題庫/李杰編著 .-- 二十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32-0 (PDF)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七冊(4 上)/
林稹甫, 苗桂蓉, 陳明德, 陳羿伶, 莊
紘珍, 蔡宜螢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14-7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 第三冊(4 上)/李
光華, 康心怡, 張淑瓶, 張道榮, 顏英
編寫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8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26313-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 第七冊(4 上)/李梓楠,
張元鳳, 張雅文, 曾婉菁, 楊絮媛, 蔡
宜樺, 應雅鈴, 賴以威編寫 .-- 初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15-4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數學習作. 第七冊(4 上)/李
梓楠, 張元鳳, 張雅文, 曾婉菁, 楊絮
媛, 蔡宜樺, 應雅鈴, 賴以威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16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紀
錄篇. 第二冊(1 下)/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
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
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
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2 .-- 2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09-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習
題篇. 第二冊(1 下)/朱煥民, 何建樂,
吳宏達, 吳家鶴, 邱明成, 施權城, 胡
心如, 梁中昊, 陳學淵, 童禕珊, 劉翠
華, 蔡美賢, 鄭雅之, 賴麗琴, 龔韞瑀
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2 .-- 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10-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 第三冊(2
上)/黃香萍, 林淑惠, 黃谷臣, 邱得全,
李欣靜, 高嬅, 梁嘉音, 陳柏蓉, 楊裕
隆, 張瓊恩, 蔡政杰, 高薏亭, 馮嘉玉,

郭芃彣, 楊淑苓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8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307-9 (平裝)
普遍級
國語文戲谷/宇文通編著 .-- 再版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冊 .-- ISBN
978-986-233-591-8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233-592-5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國際公法(含海洋法)/高點法商編委
會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027-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國際法(含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題
庫/顏台大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46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167-2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國營事業 2022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
進職員(人資類)共同+專業(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Kaoru, 文翊, 成俊,
李華, 林聰, 栗絲, 高士奇, 張承, 陳弘,
陳理, 紫彤, 楊逍, 楊華, 廖國宏, 鄭瑋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29-6 (PDF) 普遍級
國營事業 2022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
進職員(法務類)共同+專業(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文翊, 何菲, 李華,
沈尚誼, 林聰, 栗絲, 陳弘, 紫彤, 楊華,
筱喻, 鄭瑋, 魏合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7-109-8 (PDF) 普遍級
國營事業 2022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
進職員(資訊類)共同+專業(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王瀚, 石濤, 何明,
李華, 林聰, 栗絲, 紫彤, 楊華, 蘇菲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07-4 (PDF) 普遍級
國營事業 2022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
進職員(機械類)共同+專業(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李祥, 林聰,
林禾, 栗絲, 紫彤, 張皓,祝裕, 楊華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095-4 (PDF) 普遍級
國營事業 2022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
進職員(環工類)共同+專業(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王瀚, 石濤, 何明,
李華, 林聰, 栗絲, 紫彤, 楊華, 蘇菲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08-1 (PDF) 普遍級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19-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國 營事業考 試資料庫 管理 / 胡博文
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17-7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電機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李長綱, 余宏,
林聰, 林力, 栗絲, 孫廷, 袁大為, 陳澤,
張鼎, 紫彤, 楊華, 劉強, 鄧茗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3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71-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電信英文/殷文強編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429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臺北市環保局儲備清
潔隊員甄試(環保常識題庫)/鼎文編
輯群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40-5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人資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Kaoru, 文翊, 成俊,
李華, 林聰, 栗絲, 高士奇, 張承, 陳弘,
陳理, 紫彤, 楊逍, 楊華, 廖國宏, 鄭瑋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3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128-9 (平裝) NT$46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化工製程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林聰, 林
隆, 栗絲, 楊華, 紫彤編著 .-- 一版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74-9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化學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Kay, 林聰, 李華, 栗
絲, 張北城, 楊華, 劉暄, 紫彤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73-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法務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文翊, 何菲, 李華,
沈尚誼, 林聰, 栗絲, 陳弘, 紫彤, 楊華,
筱喻, 鄭瑋, 魏合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28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7-110-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資訊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吳鋼, 李華, 林聰,
林偉, 高進, 栗絲, 張逸, 陳峻楓, 程功,
紫彤, 楊華, 羅文, 蘇菲編著 .-- 一版 .93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儀電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余宏, 林聰,
栗絲, 袁大為, 張逸, 張鼎(胡建全), 詹
森, 紫彤, 楊華, 劉強, 鄧茗, 羅文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2 .-- 3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072-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環工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王瀚, 石濤, 何明,
李華, 林聰, 栗絲, 紫彤, 楊華, 蘇菲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2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17-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基本電學/夏傑編著 .-- 十一版 .-- 臺
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3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26-0 (平
裝) 普遍級
基本電學大意/夏傑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3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27-7 (平裝) 普遍級
基礎工程試題精選/施國欽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施國欽, 11103 .-- 5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43-9815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張 璐的物權 法有聲解 題書 / 張璐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3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09-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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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467-2 (EPUB) 普遍級
教育及心理統計學/朱經明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86-7 (PDF)
普遍級

教育社會學/周新富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54-6 (PDF) NT$590 普遍
級
教育專業科目題庫攻略/曹威編著 .-初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
11103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10-9 (平裝) 普遍級
斜 槓作家教 你翻譯與 寫作 / 林義修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4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05-41-2 (第 1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票據法/池錚編著 .-- 第四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57-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統計學: 重點觀念與題解/許誠哲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34-0350 (上冊:平裝) NT$600 .-- ISBN 978626-334-036-7 (下冊:平裝) NT$600 普
遍級
統計學: 原理與應用/邱皓政, 林碧芳
合 著 .-- 四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48-5 (PDF) 普遍級
統測國文 168: 24 週總複習/吳羿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2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560-3 (平裝) 普遍級
這 是一本民 法概要解 題書 / 凌云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3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11-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這是一本行政法選擇題/甘興霸, 磯
貓人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1103 .-- 4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464-310-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這是一本行政學解題書/許多, 羊編
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3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08-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通識教育的精進/莊榮輝等著; 宋秀
娟主編 .-- 臺北市 : 通識教育學會,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7770-8-7 (PDF) 普遍級
逐格動畫/廖定詳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泰宇, 11103 .-- 4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33-09-5 ( 平 裝 )
NT$69 普遍級
創意技法: 設計思考攻略/沈翠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49-2 (PDF)
普遍級
勞動社會法解題書/薛進坤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30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單一級堆高機操作術科題庫解析/劉
子靖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3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389-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能檢定學術科
完全攻略/吳孟凌, 呂美花, 謝築樂,曾
雪玲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 11103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098-4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
指導手冊/張秋蘭編著 .-- 十一版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59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095-3 (平
裝) NT$690 普遍級
就業相關考試新北市環保局儲備約
僱聘用人員招考環保概論、環保稽
查概論題庫大全/鼎文名師群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41-2 (平
裝) 普遍級
普考法律廉政必備套書. 2022 年/劉
睿揚, 嶺律師, 薛進坤, 張鏡榮作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冊 .-- ISBN
978-626-334-021-3 ( 全 套 : 平 裝 )
NT$2390 普遍級
普通物理學習精要/程量子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015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
域學習歷程好設計/蘇郁涵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04-0 (平
裝) NT$94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
領域 PLAY!BandLab 玩創作/殷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998 (平裝) NT$75 普遍級
94

普通型高中科普新聞觀測站. 化學篇
/林偌婷, 高貫洲, 陳宜倫, 葉智仁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2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306-4 (平裝) NT$75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科普新聞觀測站. 生物篇
/紀荷玫, 陳維倫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泰宇, 11102 .-- 64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7133-05-7 (平裝) NT$75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生物素養題本. 一/陳維倫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3-071 (平裝) NT$75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生物素養題本. 二/陳維倫, 劉東
岩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3-08-8 (平裝) NT$75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生物授課指引. II, 生命的起源與
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林元露, 王秀
觀, 童禕珊, 趙振寰, 林峻緯編著委
員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3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2795-0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
與社會學習寶典. 3/王青樹, 廖翠雰
編著 .-- 初版三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2 .-- 2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582-7 (平裝) NT$230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
探究與實作: 文史與藝術(移民與區
域發展)/溫在弘作 .-- 初版二刷 .-- 臺
南市 : 翰林, 11103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75-9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
探究與實作: 地理探究的研究方法/
溫在弘作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
林, 11103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74-2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
探究與實作: 法規與產業活動(工商
業活動的區位選擇)/溫在弘作 .-- 初
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3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780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
探究與實作: 環境與生態景觀(疾病

擴散的空間分析)/溫在弘作 .-- 初版
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3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76-6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
探究與實作: 觀光與休閒(農業生產、
食物消費、飲食文化與地理環境)/溫
在弘作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3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77-3 (平裝) 普遍級

ISBN 978-626-334-016-9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1104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79-7 (平裝) 普遍級

稅法與實務/王如編著 .-- 十六版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3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123 (上冊:平裝) 普遍級

新學測文法及搭配詞八天計劃=
Multiple choice grammar questions for
GSAT/劉靚編著 .-- 臺中市 : 劉靚英
文, 11102 .-- 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22-3-7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稅務法規實戰解析/施敏編著 .-- 15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8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29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高中
歷史課堂講義. 三/楊子文, 黃君儀, 韓
子耘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98-1 (平裝) 普遍級

郵政三法(大意)三合一/顏台大編
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2 .-- 6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54-2 (平裝) NT$630 普
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閱讀趣. 三
/蔡宗憲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7-96-7 (平裝) NT$63 普遍級

郵政內勤國文. 2022: 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余訢, 得勝, 鍾虹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4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53-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再讀 5 分鐘地球科
學學測總複習講義: 把複雜變簡單,
以架構學地科/鄭妙靜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5 .-- 22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3-12-5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科普新聞觀測站. 地
球科學篇/蔡仲元, 林淮南, 陳姵妏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2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302-6 (平裝) NT$63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選修數學
乙基礎練習題本. 上冊/葉子榕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4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118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選修數學
甲基礎練習題本. 上冊/葉子榕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4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101 (平裝) 普遍級

郵政內勤題庫攻略六合一(共同+專
業科目). 2022/邵之驊, 簡捷, 拿芬, 楊
鈞, 余訢, 林崇漢, 柳威廷編著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7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859-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郵政外勤國文. 2022: 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余訢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52-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郵政招考.郵政三法大意. 2022/邵之
驊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50-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郵政專業英文: 最新重點整理+精選
考題. 2022 版/拿芬, 簡捷編著 .-- 第 13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56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會計師商業會計法. 111 版/金永勝,
谷睿珉編著 .-- 十五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02 .-- 50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172-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會計學(概要)含中級會計學: 主題式
進階問題集(測驗題型). 2022 年/丁彥
鈞, 吳佩樺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2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45-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會計學概要/三民名師群編著 .-- 十六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3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11-6 (平裝) 普遍級
照顧服務員學科訓練指南/照顧服務
員編輯小組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松根, 11104 .-- 5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57-8-8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經濟學超效率總複習/鄭桂芬編著 .-五版 .-- 臺北市 : 啟芳, 11104 .-- 冊 .-ISBN 978-626-95699-1-5 (上冊:平裝)
NT$315 .-- ISBN 978-626-95699-2-2 (下
冊:平裝) NT$315 普遍級
解剖生理學精要/唐善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620-1 (PDF) 普遍級
跨領域文言文閱讀素養/步綻青, 劉
狗發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92-6 (平裝) 普遍級

智慧旅遊科技/石岳峻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662-1 (PDF) 普遍級

債法題型破解/張璐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新學林, 11102 .-- 7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182-5 (平裝)
NT$730 普遍級

跨領域文言文閱讀素養(教師用)/步
綻青, 劉狗發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91-9 (平裝) 普遍級

智 慧財產權 法爭點解 讀 /伊律師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17-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 地理. 1-3 冊/周岳
虹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3 .-- 3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93-3 (平裝) 普遍級

程式設計(含程式語言)申論題完全
制霸/向宏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
點文化, 11102 .-- 488 面; 23 公分 .--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地球科學/藍秀茹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規/陳晟, 維
哲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2 .-- 368 面; 24 公分 .-ISBN 978-626-323-163-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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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自然科學: 101-110 年高考地特
三 等歷屆試 題精解 / 必勝編輯小組

作 .-- 三 版 .-- 新 北 市 : 黃 怡 雅 ,
11102 .-- 19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801-0 (平裝) NT$720 普遍級
*運動社會學: 101-110 年高考地特三
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三版 .-- 新北市 : 黃怡雅, 11102 .-- 18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7990 (平裝) NT$720 普遍級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能檢定: 術科題
目+標準答案/豪義工作室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1102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810 (平裝) 普遍級
圖解數學. 4 年級/數學科編輯小組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3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08-6 (平裝) NT$120 普遍級

監獄行刑法條例式攻略. 111 版/王皓
強, 王薔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2 .-- 5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171-9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網路概論國營事業招考專用. 2022:
重點整理 精選考題/黃中生編著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3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55-7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陳亦凡編著 .-四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
11103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16-1 (平裝) 普遍級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13-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學測歷屆試題. 社會考科. 105-111 年/
廖翠雰, 郭子儀, 陳秀珍, 陳蓉, 林菲,
周岳虹, 郭怡伶, 洪琪涵, 何宇龍, 劉
欣, 汪柏年, 張庭堃, 劉怡婷, 劉文婷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4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94-0 (平裝) 普遍級
學測歷屆試題. 英文. 105-111 年/劉家
宏, 李俊文, 黃淑凰, 潘怡卉編審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95-7 (平
裝) 普遍級

圖解營建法規(國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及都市更新條例彙編)/池體演,
江中信, 林孟章, 賀士麃編輯 .-- 十
版 .-- 臺北市 : 實力圖書, 11103 .-- 8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456-68 (平裝) NT$1300 普遍級

語文起跑線/邱昭瑜作 .-- 初版 .-- 臺
南市 : 企鵝創意,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547-78-3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86-5547-79-0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986-5547-80-6 (第 5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547-81-3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47-82-0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986-554783-7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滿分應試王: 公民學測總複習/各校
名師, 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 修
訂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2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553-5 (平裝) 普遍級

銀行招考最新邏輯推理: 最新重點整
理+精選考題/柳威廷, 吳憶如編著 .-第五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60-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滿分應試王: 歷史學測總複習/郭雅
馨作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5 .-- 336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307-552-8 (平裝) 普遍
級

數位科技概論總複習/向宏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廣懋, 11103 .-- 3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89-8-3 (平
裝) 普遍級

學測歷屆試題.自然考科. 105-111 年/
吳鴻, 黃珣, 李咲, 許翠珍, 張立, 張智
超, 游珮均, 郭人仲, 簡靖晟, 李岱芬,
蕭榛嫈, 許瑋琇, 翁雪琴審訂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586-5 (平
裝) 普遍級

模組. 6, 全方位理財規劃/CFP 作者群
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75-851-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憲法 PLUS 題型破解/韋軒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4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91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熱力(工)學重點暨題型解析/王立宏
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2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25-1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憲法秒速記憶. 111 版/宮井鳴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2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170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閱讀策略有地圖(教師用). 九/郭易審
訂; 曾復祺修訂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87-2 (平裝) 普遍級

歷史說圖/陳宇強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翔宇, 11103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0-09-5 ( 平 裝 )
NT$63 普遍級

閱讀解策略/宇文通編著 .-- 初版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17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233-589-5 (平裝)
普遍級

歷屆試題精解共同科目三合一/李杰,
郭靖, 廖震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33-7 (PDF) 普遍級

學 測英文 強 化解題用 書 /李盛光編
著 .-- 新北市 : 李震光, 11102 .-- 96 面;

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事務
管理)/胡劭安, 全道豐編著 .-- 二版 .--

滿級分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下冊,
世界體系、地理視野(區域地理) 、
全球化/尤文良, 曹美華, 鄭吉成, 劉瑋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2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226-6 (平裝) NT$413 普遍級
滿級分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上冊,
地理技能、地理系統(自然、人文地
理)/尤文良, 曹美華, 鄭吉成, 劉瑋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2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225-9 (平裝) NT$413 普遍級
監獄行刑法(概要)/陳逸飛編著 .-- 六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28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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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歷屆試題. 國文. 105-111 年/涂釋
仁, 鄭睿衫, 洪菁穗, 陳春妙, 張英聲,
吳永淇, 黃月銀, 曾鈺婷編審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88-9 (平
裝) 普遍級
學測歷屆試題. 數學. 105-111 年/李宜
展, 洪榮良, 葉子榕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翰林, 11104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90-2 (平裝) 普遍
級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1-39-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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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34-4 (PDF) 普遍級
歷屆試題精解專業科目二合一(運輸
營業)/梁實端, 畢斯尼斯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36-8 (PDF)
普遍級
選我正解!: 國際公法選擇題/林毅編
著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新 學 林 ,
11102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83-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餐飲服務技術總複習/王娉婷, 許美
玲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廣懋,
11103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89-9-0 (平裝) 普遍級
賽德克族藝術與人文領域補充教材:
賽德克族藝術與人文之美/陸正威總
編輯 .-- 南投縣 : 投縣府, 11102 .-- 7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929 (平裝) 普遍級
證券交易法題型破解/黃程國, 里昂
編著 .-- 十二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2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80-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霧峰向日葵家園寵物表演與管理教
材/吳思妤, 吳佳軒, 李慈悅, 張騰中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霧峰向日葵家
園, 11102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128-9-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警察考試: 犯罪學讀本.題庫二合一.
111 版/張婕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2 .-- 52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23-166-5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贏家中學生 i 閱讀(教師用)/王崇憲,
艾月, 吳美珠, 張儷瀞, 陳冠宏, 陳榮
德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599-5 (平裝) 普遍級
*鐵路公民/廖震編著 .-- 十四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24-5 (PDF) 普遍級
*鐵路英文/郭靖編著 .-- 十四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25-2 (PDF) 普遍級

鐵路特考. 112 版: 公民 All Pass 歷屆
試題全解/陳萱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1102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175-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鐵路國文/李杰編著 .-- 十四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26-9 (PDF) 普遍級
*體育行政與管理: 101-110 年高考地
特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
作 .-- 三 版 .-- 新 北 市 : 黃 怡 雅 ,
11102 .-- 18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797-6 (平裝) NT$720 普遍級
*體育原理: 101-110 年高考地特三等
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黃怡雅, 11102 .-- 18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8003 (平裝) NT$720 普遍級

兒童讀物
(玩.做.學 STEAM 創客教室)自己做料
理廚房科學實驗: 5 大主題 X50 款料
理,成為廚房裡的小小科學家/梅根.
奧莉薇亞.霍爾(Megan Olivia Hall)作;
穆允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53-2 (PDF) 普遍級
(玩.做.學 STEAM 創客教室)自己做料
理廚房科學實驗: 5 大主題 X50 款料
理,成為廚房裡的小小科學家/梅根.
奧莉薇亞.霍爾(Megan Olivia Hall)作;
穆允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54-9 (EPUB) 普遍級
1 天 10 分鐘輕鬆記住全世界/秋山風
三郎著; 卓文怡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果文創, 11104 .-- 72 面; 31 公
分 .-- ISBN 978-986-06974-5-2 (精裝)
NT$420 普遍級
3C 三兄弟/潘妤梵文; 薏蒂蕬圖 .-- 初
版 .-- 臺中市 : 禮婕教育科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3-3-7
(EPUB) 普遍級
飞天轮椅的秘密/林以维文; 久久童
画工作室图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
化, 11103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10-2 (平裝) 普遍級
坚持的笑容/黄曦文; 桃子图 .-- 新北
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60 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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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458-313-3 (平裝)
普遍級
猪家大闹桃花园/陈玲玲文; 小树鱼
图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05-8 (平裝) 普遍級
Bad bruce/by Beat Eisele; illustrator
Bernie Lim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03 .-- 1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57-506-248-4 (平裝) 普遍
級
Galaxy books/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冊 .-- ISBN 978-986-203-942-7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Go for English: colors= 全國兒童美語:
顏色/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臺北市 : 全國文化, 11105 .-- 39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95507-46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Go for English: the zoo= 全國兒童美語:
動 物園 /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
著 .-- 臺北市 : 全國文化, 11104 .-- 39
面 ; 24X24 公 分 .-- ISBN 978-62695507-3-9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Grammar map/ 毛 振 平 總 編 輯 .-- 再
版 .-- 臺 南 市 : 大 必 佳 國 際 文 教 ,
11104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74-1-6 (第 1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How strange!/by Beat Eisele; illustrator
Bernie Lim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03 .-- 1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57-506-249-1 (平裝) 普遍
級
NEVER TICKLE! 咕 嘰 咕 嘰 北 極 熊
/Sam Taplin 作; Ana Larrañaga 插圖; 廖
佳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3 .-- 1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7013-75-5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The a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Jan van der Voo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182 (平裝) 普遍級
The b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Elzabeth Fuller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19-9 (平
裝) 普遍級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29-8 (平
裝) 普遍級

公分 .-- ISBN 978-986-203-939-7 (平裝)
普遍級

The c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Kelvin Hawley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20-5 (平
裝) 普遍級

The m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Philip Webb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30-4 (平裝)
普遍級

The w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Tracey Moroney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403 (平裝) 普遍級

The d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Astrid Matijasevic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212 (平裝) 普遍級

The n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Kelvin Hawley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31-1 (平
裝) 普遍級

The xyz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Jim Storey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203-941-0 (平裝)
普遍級

The e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Elizabeth Fuller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229 (平裝) 普遍級

The o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Jim Storey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203-932-8 (平裝)
普遍級

Zoo: my first numbers book/author:
Chulin Chang .-- 臺中市 : 禮婕教育科
技,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3-2-0 (PDF) 普遍級

The f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Jan van der Voo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236 (平裝) 普遍級

The p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Jan van der Voo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335 (平裝) 普遍級

The g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Kelvin Hawley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24-3 (平
裝) 普遍級

The q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Tracey Moroney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342 (平裝) 普遍級

The h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Philip Webb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25-0 (平裝)
普遍級

The r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Astrid Matijasevic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359 (平裝) 普遍級

The i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Tracey Moroney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267 (平裝) 普遍級

The s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Elizabeth Fuller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366 (平裝) 普遍級

The j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Jim Storey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203-927-4 (平裝)
普遍級

The t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Jim Storey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203-937-3 (平裝)
普遍級

The k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Jan van der Voo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281 (平裝) 普遍級

The u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Kelvin Hawley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203-938-0 (平
裝) 普遍級

The l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Kelvin Hawley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The v book/story by Jillian Cutting;
illustrations by Philip Webb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3 .-- 20 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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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王國」系列/Tojo-San 作; 立
本倫子繪; 蘇懿禎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小熊,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050-70-5 (全套:平裝) NT$960 普
遍級
ㄅㄆㄇ唱學兒歌/林芳萍文; 蕭秝緁
圖 .-- 二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0-84-2
(PDF) 普遍級
ㄅㄆㄇ唱學兒歌/林芳萍文; 蕭秝緁
圖 .-- 二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0-85-9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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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0-422-0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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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0-423-7 (EPUB) 普遍級
下雪的冬天/吳立萍文; 嚕嚕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97-6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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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0-86-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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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0-87-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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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0-88-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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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0-89-7 (PDF) 普遍級
大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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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8-269-3 (平裝) 普遍級
大象忘忘/王宇清文; 南君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194-2
(EPUB) 普遍級
大 寶 貝 小 故 事 . 第 13 輯 /Yu-Hsin
Gjermundsen, 吳立萍, 方信義, 江素蘭,
黃美莉文; 黃柏樺, 嚕嚕, ALAIN, 陳
孝貞, 阿 LON, 蔡景文, 達志圖庫, 陳
盈帆, 葉子, 陳庭昀圖 .-- 一版 .-- 新北
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2 .-- 冊 .-ISBN 978-986-458-277-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大 寶 貝 小 故 事 . 第 14 輯 /Yu-Hsin
Gjermundsen, 吳立萍, 方信義, 江素蘭,
馬亞琳, 郭生芳文; 成佩玹, 嚕嚕, 陳
孝貞, ALLEN, 莊河源, 黃郁軒, 林麗
娟, 陳盈帆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泛
亞國際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458-286-0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大 寶 貝 小 故 事 . 第 15 輯 /Yu-Hsin
Gjermundsen, 吳立萍, 方信義, 江素蘭,
陳旻芊, 黃美莉文; 碰碰, 嚕嚕, 柚子,
馮湘陵, 黃文翰, ALLEN, 簡漢平, 林
麗娟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
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458-295-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大 寶 貝 小 故 事 . 第 16 輯 /Yu-Hsin
Gjermundsen, 吳立萍, 方信義, 江素蘭,
梁曉丹, 黃美莉, 郭生芳文; 黃柏樺,
嚕嚕, 阿財, 簡漢平, 林柔臻, 蔡景文,
蕃茄, 陳和凱, 莊河源圖 .-- 一版 .-- 新
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冊 .-ISBN 978-986-458-304-1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小一新生閱讀廣計畫套書/芭芭拉.麥
克林托克, 吉姆.艾利斯沃斯作; 芭芭
拉.麥克林托克繪; 劉美欽, 柯倩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02 .-- 冊 .-- ISBN 978-626-7038-215 (全套:精裝) NT$588 普遍級

11104 .-- 3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79-1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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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480-3
(EPUB) NT$320 普遍級

*小偵探愛彌兒/耶里希.凱斯特納
(Erich Kästner); 吳柏陞, 黃千庭, 郭霖,
邱虹琇(橘子)朗讀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03 .-- 約 24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43-4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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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81-0 (PDF)
NT$320 普遍級

小象阿飛旅行記/吳立萍文; 阿 LON,
蔡景文, 達志圖庫圖 .-- 一版 .-- 新北
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2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730 (平裝) 普遍級

小手按按有聲書: 三隻小豬/風車編
輯群作; 楊惠婷插畫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1107 .-- 12 面; 16X16 公分 .-ISBN 978-986-223-725-0 (精裝) 普遍
級
小手按按有聲書: 小紅帽/風車編輯
群作; 楊惠婷插畫 .-- 新北市 : 風車圖
書, 11107 .-- 12 面; 16X16 公分 .-ISBN 978-986-223-724-3 (精裝) 普遍
級
小白魚的好奇心/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蘇家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3 .-- 26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86-072564-3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小白魚的好朋友/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著; 蘇家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3 .-- 16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86-072563-6 (精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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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57-32-9479-5 (EPUB) 普遍
級
小花交朋友/陳雅甄文; 施雁玲, 石佩
玉, 劉馥瑄圖 .-- 初版 .-- 新北市 : 石
佩玉, 11102 .-- 48 面; 21X30 公分 .-ISBN 978-957-43-9881-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小海與神奇海螺/羅晧華, 許芳瑀, 呂
曜憲文.圖 .-- 桃園市 : 桃市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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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祕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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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8270-9 (平裝) 普遍級

小馴鹿的超級聖誕任務/Helen Graper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111 .-- 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243-807-7 (精裝) 普遍級
小寶寶要誕生了!: 胎兒在媽媽肚子
裡 的 故 事 / 埃 琳 娜 . 莫 蘭 多 (Elena
Morando)文; 伊拉利亞.法喬利(Ilaria
Faccioli)圖; 葉嘉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維京國際, 11201 .-- 20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27-8 (精裝)
普遍級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
史 1-10 套書: 從原始時代到民國/知
中編委會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
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69-58-5 (全套:平裝) NT$3500 普遍
級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
史 6-10 套書: 從隋唐到民國/知中編
委會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69-578 (全套:平裝) NT$1750 普遍級
太喜歡歷史了!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9, 明/知中編委會著 .-- 新北市 : 字畝
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9-50-9 (PDF) 普遍級
太喜歡歷史了!給中小學生的輕歷史.
9, 明/知中編委會著 .-- 新北市 : 字畝
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9-51-6 (EPUB) 普遍級
心的溫暖魔法/莊諺涵, 張育翎故事
編寫; 莊諺涵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張育翎, 11012 .-- 5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616-0 ( 精 裝 )
NT$480 普遍級
手指按按 ABC 單字拼音點讀書/幼福
編輯部編; 林瀚繪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幼福文化, 11104 .-- 27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243-805-3 (精裝)
普遍級
月光石/威爾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
原著; 姜恩娜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56-0 (EPUB) 普遍級
水果這一班: 遊戲書(成長版)/盧小比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12-597-1 (平裝) 普遍級
水果這一班: 遊戲書(快樂版)/張晞晞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12-598-8 (平裝) 普遍級
水果這一班: 遊戲書(學習版)/伊丸子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12-596-4 (平裝) 普遍級
半線: 阿橘、半半玩彰化/尤耀主, 呂
奇泰, 胡書瑋, 鄞仕群, 歐軒志, 鐘愉
堇文.圖 .-- 初版 .-- 彰化市 : 彰縣彰化
市公所, 11104 .-- 36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5473-55-6 (精裝) 普遍
級
可恶的大野狼没有家/艾玛文; 桃子
图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06-5 (平裝) 普遍級
台語兒童公民繪本與微動畫系列(點
讀版)/莊佳穎文; 薛如芸, 張家嘉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76-18-7 (全套:精裝)
NT$1650 普遍級
四秀與金火: 新莊傳說故事/曾美慧
文; 陳怜錦圖 .-- 新北市 : 新莊社區大
學, 11102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53-5-5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打敗病痛惡龍的超級媽媽/伊莎貝
拉.芭亞(Isabella Paglia)文; 法蘭切絲
卡.克索(Francesca Corso)圖; 張家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72-9 (PDF) 普遍級

白头翁的烦恼/余雅惠文; 小树鱼图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140 (平裝) 普遍級

老板,我要聪明糖!/姜蜜文; 黄丽珍
图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08-9 (平裝) 普遍級

白族的綠寶石: 仙人掌/黃美莉文; 陳
盈帆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
文化, 11102 .-- 24 面; 13X13 公分 .-ISBN 978-986-458-274-7 (平裝) 普遍
級

考城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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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8-276-1 (平裝) 普遍級

皮小诺的长鼻子秀/武维香文; 蔡景
文 图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1103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07-2 (平裝) 普遍級
立可白/方信義文; 陳孝貞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80-8 (平裝) 普遍級
全面啟動數學力套書/克里夫.吉佛特
作; 保羅.包柏森, 保羅.波斯頓繪; 畢
馨云, 魏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 11102 .-- 冊 .-- ISBN 978626-7038-20-8 (全套: 平裝) NT$1129
普遍級
再見!虎爺將軍 / 李健睿文 ; 劉彤渲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3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556-27-3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后羿/Yu-Hsin Gjermundsen 文; 碰碰
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87-7 (平裝) 普遍級
回家/拉勞蘭部落, 盧怡方文; 鄭宜芳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聚場文化,
11103 .-- 40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51-0-6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安全守謢繪本合輯/陶綺彤文; 橘子,
Faye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556-266 (全套:精裝) NT$1500 普遍級

你 有 看 見 我 的 小 花 嗎 ?/ 黃 羅 賓 圖 .
文 .-- 桃園市 : 黃羅賓, 11103 .-- 2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829 (精裝) 普遍級
你是我的好哥儿们/李文茹文; 蔡景
文 图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1103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15-7 (平裝) 普遍級
快乐水的神奇配方/武维香文; 小树
鱼 图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1103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09-6 (平裝) 普遍級
我的知識大百科翻翻書: 世界名人
/Yoyo Books 作; 林漢琳翻譯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7 .-- 1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223-723-6 (精裝)
普遍級
我的知識大百科翻翻書: 交通工具
/Yoyo Books 作; 洪安娜, 陳敬倫翻
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107 .-- 1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23-7229 (精裝) 普遍級
我的知識大百科翻翻書: 恐龍世界
/Yoyo Books 作; 林漢琳翻譯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7 .-- 14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223-721-2 (精裝)
普遍級
我家住海邊: 尋找台灣即將消失的漁
法/公共電視作; 鄭玉佩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32-2 (PDF)
普遍級

灰貓不見了/吳立萍文; 嚕嚕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79-2 (平裝) 普遍級

我家住海邊: 尋找台灣即將消失的漁
法/公共電視作; 鄭玉佩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133-9
(EPUB) 普遍級

百褶裙/郭生芳文; 黃郁軒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83-9 (平裝) 普遍級

我家的美味時間/童嘉文.圖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193-5
(EPUB) NT$2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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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找 芒狗狗在哪裡?/楊舒婷, 劉怡
聖文字; 林筱青, 蔡廷竺, 李巧雲繪
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54-1-0 (EPUB)
普遍級
*找出你的興趣是什麼/克莉絲蒂娜.
拉德克維奇(Kristina Radkevich)文.圖;
王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70-73-6 (PDF) 普遍級
芒狗狗 你走丟了嗎?. 大賣場篇/楊舒
婷, 劉怡聖文字; 蔡廷竺, 林筱青繪
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37-9-9 (EPUB)
普遍級
芒狗狗 我想摸一下!/楊舒婷, 劉怡聖
文字; 蔡廷竺, 林筱青繪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37-8-2 (EPUB) 普遍級
芒狗狗 咕嚕!豆漿加米漿的大發現!/
楊舒婷, 劉怡聖, 廖翊君文字; 蔡廷竺,
林 筱 青 繪 圖 .-- 臺 北 市 : 南 風 吹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37-6-8 (EPUB) 普遍級
芒狗狗 哇啊!愛玉的神奇變身秘密!/
楊舒婷, 劉怡聖, 廖翊君文字; 蔡廷竺,
林 筱 青 繪 圖 .-- 臺 北 市 : 南 風 吹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54-0-3 (EPUB) 普遍級
芒狗狗 撲通!木瓜的果汁跳水派對!/
楊舒婷, 劉怡聖, 廖翊君文字; 蔡廷竺,
林 筱 青 繪 圖 .-- 臺 北 市 : 南 風 吹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37-7-5 (EPUB) 普遍級

奇妙森林的小精靈/于以柔文.圖 .-初版 .-- 新北市 : 于以柔, 11103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69-0 (精裝) NT$999 普遍級

柳樹的新娘/黃美莉文; 簡漢平圖 .-一 版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93-8 (平裝) 普遍級

怕黑的小光和怕光的小黑/柯維雯文.
圖 .-- 桃園市 : 桃市環保局, 11104 .-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84-5 (精裝) 普遍級

狡猾的貓/江素蘭文; 馮湘陵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90-7 (平裝) 普遍級

長大以後你想做什麼?/凱瑟琳.巴爾
文; 安娜.戈梅茲圖; 邱孟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82-8 (PDF)
普遍級

看誰最可愛!: 和動物寶寶玩遊戲/麗
莎愛德華茲文; 克萊爾巴格雷圖; 張
翔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07 .-- 12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5576-65-3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長大以後你想做什麼?/凱瑟琳.巴爾
文; 安娜.戈梅茲圖; 邱孟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83-5 (EPUB)
普遍級
便便真有趣: 我們才不穿尿布呢!/丹
妮菈.甘巴(Daniela Gamba)文; 加布里
埃.克里瑪(Gabriele Clima)圖; 黃筱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12 .-- 14 面; 23X22 公分 .-- ISBN
978-986-440-426-1 (精裝) 普遍級
前程遠大/狄更斯原著; 姜恩娜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61-4
(EPUB) 普遍級
南路鷹: 八卦山春天的旅客/周暐臻
文; 丁顥, 林映辰圖 .-- 初版 .-- 彰化
市 : 彰縣彰化市公所, 11104 .-- 36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5473-563 (精裝) 普遍級

角落小夥伴 紙上電影書: 藍色月夜
的魔法小夥伴/橫溝由里著; 高雅溎
譯者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07-3 (EPUB) 普遍級

品格繪本餐具三部曲/艾美.克蘿思.
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文; 史
考特.馬谷(Scott Magoon)圖; 黃筱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3 .-- 冊 .-- ISBN 978-986-440-4254 (全套:精裝) 普遍級

刺蝟兄弟吵架了/劉佳瑜作.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大一間, 11105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15-0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急躁的莽夫/江素蘭文; 陳孝貞圖 .-一 版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1102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72-3 (平裝) 普遍級

奇幻小鎮: 從 1 數到 10(數字認知無
字繪本)= Mam oko na liczby/亞歷珊卓.
米契林斯卡(Aleksandra Mizielińska),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Daniel Mizieliski)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07-749-5 (精裝) NT$300 普遍級

故事藥方: 不想洗澡、愛滑手機、失
戀了怎麼辦?給孩子與青少年的閱讀
指南/蘇珊.艾爾德金(Susan Elderkin),
艾拉.柏素德(Ella Berthoud)作; 趙永芬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小 麥 田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48-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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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芳的雙語繪本: 大聲的棒棒/范
文芳作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14-6
(EPUB) 普遍級
范文芳的雙語繪本: 大聲的棒棒/范
文芳作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17-7
(PDF) 普遍級
范文芳的雙語繪本: 病毒星球/范文
芳作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1-15-3 (PDF)
普遍級
范文芳的雙語繪本: 病毒星球/范文
芳作 .-- 臺北市 : 小光點,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1-16-0
(EPUB) 普遍級
茉莉的神秘树洞/林以维文; Run 泥
图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16-4 (平裝) 普遍級
海客石滬/謝函芸, 柯藍婷文.圖 .-- 桃
園市 : 桃市環保局, 11104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76-0 (精裝)
普遍級
海洋魔法/吳宥蓁, 吳靖慈文.圖 .-- 桃
園市 : 桃市環保局, 11104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83-8 (精裝)
普遍級
神奇魔法: 世界動物水喔!/Mélusine
Allirol 作;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禾流文創, 11103 .-- 14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013-71-7 (活頁
裝) 普遍級
神奇魔法: 交通工具水喔!/Mr. Iwi 作;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
創, 11103 .-- 14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013-74-8 (活頁裝) 普
遍級
神 奇 魔 法 : 有 趣 動 物 水 喔 !/Alice
Turquois 作;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禾 流文 創 , 11103 .-- 14 面 ;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013-724 (活頁裝) 普遍級
神奇魔法: 恐龍朋友水喔!/Mélusine
Allirol 作;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禾流文創, 11103 .-- 14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626-7013-73-1 (活頁
裝) 普遍級
神祕的禮物/吳立萍文; 嚕嚕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88-4 (平裝) 普遍級
紋白蝶變變變/陳旻芊文; 黃文翰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91-4 (平裝) 普遍級
能帶來財富的破鞋/郭生芳文; 林麗
娟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
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ISBN 978-986-458-284-6 (平裝) 普遍
級
迷宫大穿越: 奇趣游乐园/智趣文化
编. 绘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5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0761-36-8 (平裝) 普遍級
迷宫大穿越: 路网历险记/智趣文化
编. 绘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5 .-- 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0761-35-1 (平裝) 普遍級
追呀追/哈啾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大賣工作室, 11103 .-- 42 面; 20X26 公
分 .-- ISBN 978-986-88119-6-6 (精裝)
NT$300 普遍級
馬頭琴的由來/黃美莉文; 蕃茄圖 .-一 版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301-0 (平裝) 普遍級
鬥蟋蟀/江素蘭文; 林麗娟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94-5 (平裝) 普遍級
停電了,別害怕!/甘仲維, 甘仲瑜, 謝
曼莉改編; 林柏廷圖 .-- 1 版 .-- 臺北
市 : 社家署, 11102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469-94-8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啊殺!豬小子/李光福著; 蘇力卡圖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0-431-2 (PDF)
普遍級
國 王 的 新衣 / 蔡柏緯, 張簡 采君 文 .
圖 .-- 桃園市 : 桃市環保局, 11104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78-4 (精裝) 普遍級
啟航吧!虎克= Hook/海景世界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文; 程宜方圖 .-- 初版 .-屏東縣 : 海景世界企業, 11103 .-- 28
面 ; 25X24 公 分 .-- ISBN 978-62695828-0-8 (精裝) 普遍級
蛇王子/黃美莉文; 葉子圖 .-- 一版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2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75-4 (平裝) 普遍級
袖扣/方信義文; 阿財圖 .-- 一版 .-- 新
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983 (平裝) 普遍級
袋鼠媽媽的祕密/馬亞琳文; 莊河源
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82-2 (平裝) 普遍級
這隻蝸牛心臟在右邊: 給孩子的第一
本理解基因突變與「求同存異」的
書/瑪麗亞.波波娃(Maria Popova)文;
朱平繪; 黃作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00-4 (EPUB) 普遍級
鳥語/江素蘭文; 陳盈帆圖 .-- 一版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85-3 (平裝) 普遍級
鹿港少女. 1: 一年櫻班開學了/嶺月
作; 盧天怡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103 .-- 約 33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9-56-1 (線上有
聲書(MP3)) NT$360 普遍級
麻醉藥/方信義文; 柚子圖 .-- 一版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89-1 (平裝) 普遍級
菲尼的祕密: 保護自己,我有勇氣說
「 不 」 !/Caroline Link 著 ; SaBine
Büchner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
生活文創,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0725-65-0 (精裝) 普遍
級
102

越食煮憶繪本集: 男孩與烏龜/潘丁
菡作; 侯妤棻, 謝心怡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華創文化, 11104 .-- 27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9182-6-9 (精裝)
普遍級
開心醫師: 心臟外科權威洪啟仁的故
事/盧恩鈴文; 蔡兆倫圖 .-- 臺南市 :
臺灣教會公報社, 11103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21-32-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黃帝/Yu-Hsin Gjermundsen 文; 成佩玹
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78-5 (平裝) 普遍級
黑熊老板的玩具复活术/余雅惠文;
Run 泥图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12-6 (平裝) 普遍級
黑魔法糖果店/草野昭子作; 東力繪;
林冠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04 .-- 冊 .-- ISBN 978-986-507786-0 (全套:精裝) NT$940 普遍級
媽媽和孩子的真心對話套書/謝淑美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986-5570-712 (全套:精裝) NT$1500 普遍級
微生物小祕密. １: 嘿!我是細菌,地球
生命演化始祖/白明植圖.文; 千宗湜
監修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178-2 (EPUB) 普遍級
微生物小祕密. ２: 嘿!我是病毒,地表
最強變身大師/白明植圖.文; 千宗湜
監修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179-9 (EPUB) 普遍級
微生物小祕密. ３: 嘿!我是真菌,大地
最稱職清潔員/白明植圖.文; 千宗湜
監修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180-5 (EPUB) 普遍級
微生物小祕密. ４: 嘿!我是原生生物,
奇形怪狀小精靈/白明植圖.文; 千宗
湜監修 .-- 初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181-2 (EPUB) 普遍級
新竹縣兒童文學專輯. 第四十輯, 小
紅龜粿/徐筱卿總編輯 .-- 新竹縣 : 竹
縣府, 11105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91-11-1 (平裝) 普遍級

溜溜球/方信義文; ALAIN 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2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71-6 (平裝) 普遍級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韓書妍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小 麥 田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38-0 (EPUB) 普遍級

煙囪上的白鸛鳥/梁曉丹文; 林柔臻,
蔡景文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
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300-3 (平裝) 普遍
級

綠能方舟/許禮恩, 許禮和, 許禮祐文.
圖 .-- 桃園市 : 桃市環保局, 11104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81-4 (精裝) 普遍級

聖誕老公公的魔法水晶球/Ned Taylor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111 .-- 22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243-808-4 (精裝) 普遍級

糊塗官/江素蘭文; 簡漢平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99-0 (平裝) 普遍級

葛瑞的囧日記. 16, 大號三分球/傑夫.
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96-4 (EPUB) NT$380 普遍級

蔬果系列: 討厭啦!好好吃喔!. Part 1/
陳志鴻、郝郝、喵伊、里恩太太、
林韋達、黃芝瑩圖.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37-48-5 ( 全 套 : 精 裝 )
NT$2250 普遍級

葛瑞的囧日記. 16, 大號三分球/傑夫.
肯尼(Jeff Kinney)著; 陳信宏譯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98-8 (PDF) NT$380 普遍級

學生一定要認識. 1, 西方科學家/莊
典亮著; Guava, Huang LL 繪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創,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71-1-9 (PDF)
普遍級

解開孩子的好奇心: 趣味物理/謝茹
著; 宋嬌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匯豐
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57497-404-7 (全套:精裝) NT$2560 普遍
級

賴和: 來ㄏㄜˊ你作伴/洪政貴, 陳冠
維文; 丁苡容, 王名曦, 阮姵銓, 陳怡
晴圖 .-- 初版 .-- 彰化市 : 彰縣彰化市
公所, 11104 .-- 36 面; 21X29 公分 .-ISBN 978-986-5473-57-0 (精裝) 普遍
級

農農變聰明了= How George became a
good student(中英雙語)/Annie Kuo 繪
圖; Su Ron 中文編輯; Karla Smith 英
文翻譯 .-- 第一版 .-- 高雄市 : 台灣明
慧出版社, 11104 .-- 28 面; 28 公分 .-ISBN 978-626-95835-0-8 (精裝) 普遍
級
嘟嘟校长的圣诞晚会/姜蜜文; 苏伟
宇 图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1103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58-311-9 (平裝) 普遍級
嫦娥/Yu-Hsin Gjermundsen 文; 黃柏樺
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96-9 (平裝) 普遍級
瘋狂樹屋,瘋狂愛寫作/安迪.格里菲
斯(Andy Griffiths)著; 泰瑞.丹頓(Terry
Denton)繪; 韓書妍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麥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39-7 (EPUB) 普遍級
瘋狂樹屋 143 層: 一團混亂的露營假
期/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s)著;

鴨子?兔子?: 啟動想像、學習尊重的
創意繪本/艾美.克蘿思.羅森朵(Amy
Krouse Rosenthal)作; 湯姆.利希騰赫
德(Tom Lichtenheld)繪; 楊郁慧譯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490-0 (EPUB)
普遍級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12-7 (EPUB) 普遍級
蹦蹦甜點/潘妤梵文; 薏蒂蕬圖 .-- 初
版 .-- 臺中市 : 禮婕教育科技,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3-0-6
(EPUB) 普遍級
壞蛋聯盟. 4: 殭貓攻擊/艾倫.布雷比
(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67-0 (PDF)
普遍級
壞蛋聯盟. 4: 殭貓攻擊/艾倫.布雷比
(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068-7
(EPUB) 普遍級
壞蛋聯盟. 5: 星際臭屁/艾倫.布雷比
(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69-4 (PDF)
普遍級
壞蛋聯盟. 5: 星際臭屁/艾倫.布雷比
(Aaron Blabey)文.圖; 黃筱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20-2
(EPUB) 普遍級
寶寶笑一個!: 和動物寶寶做朋友/麗
莎愛德華茲文; 丹妮絲霍姆斯圖; 張
翔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11107 .-- 12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5576-66-0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藻礁的心願/張芷淇, 李瑛琇文.圖 .-桃園市 : 桃市環保局, 11104 .-- 2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807 (精裝) 普遍級

龍王之箭/曾德盛著 .-- 1 版 .-- 新北
市 : 祥峰文化創意, 11101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84080-9-8 (EPUB)
普遍級

藻礁保衛戰/張芸荃文.圖 .-- 桃園市 :
桃市環保局, 11104 .-- 26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0-82-1 (精裝)
普遍級

環保特務/賴以寧, 賴以仁, 賴悅聖, 徐
姿玫文.圖 .-- 桃園市 : 桃市環保局,
11104 .-- 2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77-7 (精裝) 普遍級

蘋果姑娘/郭生芳文; 陳和凱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302-7 (平裝) 普遍級

聰 明 的 小 喇 嘛 / 江 素 蘭 文 ; ALLEN
圖 .-- 一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92-1 (平裝) 普遍級

鐵路邊的孩子們/伊迪絲.內斯比特原
著; 林滿秋改寫 .-- 三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66-9 (EPUB) 普遍級

鴿子郵差送信之旅/澀谷純子圖.文;
蔡季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

魔法十年屋. 特別篇. 1, 魔法街上的
鄰居: 改造魔法師/廣嶋玲子文; 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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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保圖; 王蘊潔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5-195-9 (EPUB) 普遍
級

僰人和猴子/江素蘭文; ALLEN 圖 .-一 版 .-- 新 北 市 : 泛 亞 國 際 文 化 ,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281-5 (平裝) 普遍級

魔法十年屋. 特別篇. 2, 魔法街上的
鄰居: 變色魔法師/廣嶋玲子文; 佐竹
美保圖; 王蘊潔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5-196-6 (EPUB) 普遍
級

嶗山道士/江素蘭文; 莊河源圖 .-- 一
版 .-- 新北市 : 泛亞國際文化, 11103 .- 24 面; 13X13 公分 .-- ISBN 978-986458-303-4 (平裝) 普遍級

歡迎來到奇屋市遊戲書(成長版)/張
恩榕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12-601-5 (平裝) 普遍級
歡迎來到奇屋市遊戲書(快樂版)/張
晞晞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12-600-8 (平裝) 普遍級
歡迎來到奇屋市遊戲書(學習版)/田
泱泱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3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12-602-2 (平裝) 普遍級
歡唱童謠: 有趣的車車/人類文化編
輯部作; 小比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2 .-- 16 面; 19X19 公分 .-ISBN 978-626-7071-44-1 (精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歡唱童謠: 開心農場/人類文化編輯
部作; 小比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2 .-- 16 面; 19X19 公分 .-ISBN 978-626-7071-45-8 (精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蘿蔔汁的新朋友/趙慧凡, 陳宏誠文.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盒大國際,
11102 .-- 3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5850-0-7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喵太魯刑警/川田邦子作.繪; 何姵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55-6 (PDF) 普遍級
喵太魯刑警/川田邦子作.繪; 何姵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56-3 (EPUB) 普遍級
喵太魯刑警= にゃんたる刑事/川田
邦子作.繪; 何姵儀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07-748-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的蘿娜/布萊克莫爾原著; 謝瑤玲
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60-7 (EPUB) 普遍級
傲慢與偏見/珍.奧斯汀原著; 徐詩思
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64-5 (EPUB) 普遍級
黛絲姑娘/湯瑪士.哈代(Thomas Hardy)
原著; 汪康宜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65-2 (EPUB) 普遍級
白鯨記/梅爾維爾原著; 陳思婷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58-4
(EPUB) 普遍級
吝嗇先生的女兒/巴爾札克原著; 麥
倩宜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59-1 (EPUB) 普遍級
紅與黑/斯湯達爾原著; 陳婉琪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63-8
(EPUB) 普遍級

漫畫書
(直條式漫畫)要小心野獸般的危險
男子。: 與年下後輩的極致性愛. 1/
弓槻みあ, 青井千寿, ache 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483-3 (EPUB)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猛犬達令與鈍感甜心.
1/和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484-0 (EPUB) 限
制級
*3 月的夢/江斑文著; 籃球丸譯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76-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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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的夢/江斑文著; 籃球丸譯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77-6 (PDF) 普遍級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菊地正太作; 吊
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151-5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Coffee & Vanilla 咖啡和香草. 10/朱神
寶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75-4 (PDF) 普遍級
Coffee & Vanilla 咖啡和香草. 10/朱神
寶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76-1 (EPUB) 普遍級
Coffee & Vanilla 咖啡和香草. 8/朱神
寶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77-8 (PDF) 普遍級
Coffee & Vanilla 咖啡和香草. 8/朱神
寶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78-5 (EPUB) 普遍級
Coffee & Vanilla 咖啡和香草. 9/朱神
寶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79-2 (PDF) 普遍級
Coffee & Vanilla 咖啡和香草. 9/朱神
寶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80-8 (EPUB) 普遍級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10/高野洋
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00-3 (PDF) 普遍級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10/高野洋
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01-0 (EPUB) 普遍級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11/高野洋
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02-7 (PDF) 普遍級
Dr.DMAT: 瓦礫下的醫師. 11/高野洋
原作; 菊地昭夫漫畫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03-4 (EPUB) 普遍級
EDENS ZERO 伊甸星原/真島浩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88403 (第 19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957-26-8937-0 (全套:平裝) NT$960 普
遍級

GHOST GIRL 幽靈少女. 1/紗池晃久
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23-2 (PDF) 普遍級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Truth of Zero. 10/長月達平作; 柯冠廷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597-7
(EPUB) 普遍級

GHOST GIRL 幽靈少女. 2/紗池晃久
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24-9 (PDF) 普遍級
GHOST GIRL 幽靈少女. 2/紗池晃久
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34-8 (EPUB) 普遍級
JAPANESE chess/NewYork[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61-2 (EPUB) 限制級
JK 育神日誌/紗与イチ作; 穗椽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75-3
(EPUB) 普遍級
LET'S! 排 球 少 年 !?/ レ ツ 作 ; 沈 易 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2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8851-9 (第
9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ONE PIECE 航海王特刊/尾田栄一郎
原作; 許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8717 (第 12 冊:平裝) NT$300 .-- ISBN 978957-26-8872-4 (第 13 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OVERLORD/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山
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18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1-355-5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OVERLORD. 15/丸山くがね原作; 深
山フギン漫畫; 一杞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1-384-5 (EPUB) 普遍
級
PLUTO 冥王(愛藏版)(1-4)/手塚治虫
原作; 浦沢直樹漫畫; 厭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936-3 (全套:平裝) NT$960 普
遍級
PLUTO 冥王(愛藏版)(5-8)/手塚治虫
原作; 浦沢直樹漫畫; 厭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第三章,
Truth of Zero. 10/長月達平作; 柯冠廷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598-4
(PDF) 普遍級
SUPER LOVERS/あべ美幸作; 志野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370-8 (第 14 冊:平裝) 限制級
WITCH WATCH 魔女守護者/篠原健
太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8833-5 (第 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憑妳也想討伐魔王?」被勇者小隊
逐出隊伍,只好在王都自在過活/キキ
原作; 南方純漫畫; 梁勝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06-0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憑妳也想討伐魔王?」被勇者小隊
逐出隊伍,只好在王都自在過活. 1/キ
キ原作; 南方純漫畫; 梁勝哲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28-2 (EPUB) 普遍級
一弦定音!/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21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505-3 (第
25 冊:平裝) 普遍級
一弦定音!. 25/アミュー作; 倪湘譯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529-9 (EPUB) 普遍
級
一個人的巴黎江湖: 炸蝦人在法國/
炸蝦人 fshrimp 著 .-- 臺北市 : 大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27-4 (EPUB) NT$399 普遍級
七夏之樂園: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
宮. 4, 看診家家酒篇/赤月みゅうと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077-3 (平
裝) NT$26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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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勝者: 絕對合格教室/高瀬志
帆作; 章澤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156-0 (第 6 冊:平
裝) 普遍級
人妻的性愛按摩療程。: 在他的熟練
技巧下調教成高潮連連的淫亂身體/
みやむ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16-8 (EPUB)
限制級
三隻眼(典藏版)/高田裕三作; 烏山亂,
莊湘萍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6-6875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691-2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690-5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689-9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688-2 (第 10 冊:平裝) 普
遍級
三隻眼(典藏版)/高田裕三作; 莊湘萍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冊 .-- ISBN 978-626-316-692-9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693-6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694-3 (第 16 冊:平裝) 普遍級
三隻眼(典藏版). BOX2/高田裕三作;
烏山亂, 莊湘萍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6-695-0 (全套:平裝) 普遍級
上司的謊言和我的罪. 1/なおやみか,
及川桜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485-7 (EPUB)
限制級
千金小姐登上偶像舞台/松本陽介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11-3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千萬別讓棒球健兒嚐到男人滋味。/
八重咲らい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17-5
(EPUB) 限制級
大大. 3/西炯子作; 優希米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04-1 (PDF)
普遍級
大大. 3/西炯子作; 優希米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05-8 (EPUB)
普遍級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54-0 (第
4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03-5
(EPUB) 普遍級

大黑暗/林田球作; 鄭世彬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20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571-3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不被別人發現的話就給妳獎勵喔: 課
堂上、高潮也要保持安靜.../フジュ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18-2 (EPUB) 限制
級

天獄. 1/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
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04-2
(PDF) 普遍級

女孩子的激情/志村貴子[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60-5 (EPUB) 普遍級
女神的妄想/Rima Amamiya 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47-6 (EPUB) 普遍級
小兒子. 2, 阿甯咕與來自星星的通緝
犯 !/ 駱 以 軍 原 作 ; 漢 寶 包 編 劇 ;
LONLON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動力, 11103 .-- 1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9-36-4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不工作細胞/杉本萌漫畫; 清水茜監
修 ; 張 紹 仁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37-3 (第 5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不用上網比價帥哥宅配到府: 27 歲處
女的出租男友初體驗評價高達五顆
星. 1/ジョンルーク作 .-- 臺北市 : 巴
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486-4 (EPUB) 限制級
不合身的連身洋裝/涼子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77-9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不良少年說不出口的秘密/うしの作;
趙聖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17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69-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不良教師和慘遭惡搞的王子/シギ乃
作; AKI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冊 .-- ISBN 978-957-26-8887-8 (第 1 冊:
平 裝 ) NT$230 .-- ISBN 978-957-268888-5 (第 2 冊:平裝) NT$230 限制級
不倫食堂/山口讓司作; 謝子庭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835-9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8836-6 (第
20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不能委託他/雪広うたこ作; 陳家恩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6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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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8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716-2 (第 12 冊:平裝) 普
遍級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0/水
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01-1 (EPUB) 普遍級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0/水
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02-8 (PDF) 普遍級
不請自來的辣妹求我同居性活!?因
為跟你做愛意外的爽嘛.... 1/まくわ
うに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487-1 (EPUB) 限
制級
今晚有貓伴身邊. 2/咕嚕 Z 作; 林慧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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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43-4 (第 16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反轉愛人/木田さっつ作; 亞美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169 (平裝) 限制級
反轉愛人(全一冊)/木田さっつ作; 亞
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30-5 (EPUB)
限制級
天國大魔境. 3/石黒正数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20-5 (PDF)
普遍級
天獄. 1/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
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106

天獄. 2/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
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05-9
(EPUB) 普遍級
天獄. 2/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
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06-6
(PDF) 普遍級
天獄. 3/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
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07-3
(EPUB) 普遍級
天獄. 3/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
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08-0
(PDF) 普遍級
天獄. 4/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
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09-7
(EPUB) 普遍級
天獄. 4/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
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10-3
(PDF) 普遍級
天獄. 5/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
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11-0
(EPUB) 普遍級
天獄. 5/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之
沅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12-7
(PDF) 普遍級
天獄. 6/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
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13-4
(EPUB) 普遍級
天獄. 6/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
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14-1
(PDF) 普遍級
天獄. 7/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
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15-8
(EPUB) 普遍級

天獄. 7/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
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16-5
(PDF) 普遍級

牙醫生,我硬起來了!. 3/山崎將作; 秦
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07-2 (PDF) 普遍級

天獄. 8/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
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17-2
(EPUB) 普遍級

牙醫生,我硬起來了!. 3/山崎將作; 秦
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08-9 (EPUB) 普遍級

天獄. 8/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
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18-9
(PDF) 普遍級

王者天下/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6572-0 (第
59 冊:平裝) 普遍級

天獄. 9/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
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19-6
(EPUB) 普遍級

王者天下. 58/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09-6 (PDF)
普遍級

天獄. 9/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
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20-2
(PDF) 普遍級

王者天下. 58/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10-2 (EPUB)
普遍級

夫妻甜蜜物語/克.亜樹作; 捲毛太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03-9 (第 80 冊:平裝) 限制級

出租女友/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841-0 ( 第 25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8880-9 (第
24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30 普遍
級

夫妻甜蜜物語. 80/克.亜樹作; 捲毛太
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31-2 (EPUB)
限制級
少年新娘: 男裝千金與黑書生. 1/蜜
樹海湖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81-5 (PDF) 普遍級
少年新娘: 男裝千金與黑書生. 1/蜜
樹海湖作;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06-5 (EPUB) 普遍級
心愛的弟弟對我步步逼近. 1/つむみ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488-8 (EPUB) 限制
級
木下與矢野/空垣れいだ作; 潘琳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23-7 (平裝) 限制級
木下與矢野(全一冊)/空垣れいだ作;
潘琳芸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32-9
(EPUB) 限制級

半澤直樹(漫畫版)/池井戸潤原作; 藤
本繁貴構成漫畫; 黃娟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6-719-3 (第 4 冊:
平裝) 普遍級

版 .-- 臺北市 : 蒼璧,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11-0-8 (EPUB)
普遍級
四大名著漫畫版/閆飛改編; 上尚印
象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2 .-- 冊 .-- ISBN 978-986-491-9079 (全套:平裝) NT$4200 普遍級
巨乳援交娘/胡桃もか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56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31-085-8 ( 平 裝 )
NT$260 限制級
幼女戰記/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チ
カ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1-360-9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361-6 (第 22 冊:平裝) 普
遍級
幼女戰記. 21/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
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1-406-4 (EPUB) 普遍
級
幼女戰記. 22/カルロ.ゼン原作; 東條
チカ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1-407-1 (EPUB) 普遍
級
打倒勇者. Vol.2/楊政諭漫畫; 黃色書
刊編劇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9-34-0 (EPUB) 普遍級

可不可幸福論/ハルイチ作; 灰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86-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末日盡頭的卡農/米代恭作; 木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725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可以照著食譜談戀愛嗎?/蜜村ハチ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貳拾二點有限
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8-2-2 (EPUB) 普遍級

永別了,薔薇花園/毒田ペパ子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87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01-5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502-2 (第 18 冊:平
裝) 普遍級

永別了,薔薇花園. 2/毒田ペパ子作;
小天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34-3
(EPUB) 普遍級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 18/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33-6 (EPUB) 普遍級
台湾有事特輯. vol.1/小林源文, 高橋
志郎, 川合銀河作; 張詠翔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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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幸福的時光/江斑文著; 籃球
丸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82-0 (EPUB)
普遍級
永恆的幸福的時光/江斑文著; 籃球
丸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83-7 (PDF)
普遍級
生者的行進/美千代丸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50-2 (第 3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用 H 教育我家的小太妹!: 白癡老哥...
不要舔那裡呀////文哉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88-9 (EPUB) 限制級
用激烈的 SEX 讓我忘掉前男友: 表姐
裝醉誘惑我/天津ナミ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85-8 (EPUB) 限制級
再次流動的擱淺戀情. 3(電子特典
版)/下條水月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48-3 (EPUB) 限制級
再見了,額外處子/赤根晴作; 潘琳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22-0 (平裝) 限制級
再見了,額外處子(全一冊)/赤根晴作;
潘琳芸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35-0
(EPUB) 限制級
再抱緊點也可以. 1/今井ゆうみ作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490-1 (EPUB) 限制級
同步性醜聞/山佐木うに作; 木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7148 (平裝) 限制級
因習秘録 淫亂曼荼羅/八月薰, 粕谷
秀夫作; 逝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476-6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因習秘録 淫亂曼荼羅. 1/八月薰; 逝
人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36-7 (EPUB)
普遍級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月夜淚原作;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捲毛太郎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冊 .-- ISBN 978-626-321-362-3 (第 6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1-363-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364-7
(第 8 冊:平裝) 限制級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6/月夜淚原作;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捲毛太郎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08-8
(EPUB) 普遍級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7/月夜淚原作;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捲毛太郎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09-5
(EPUB) 普遍級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8/月夜淚原作;
羽賀ソウケン漫畫; 捲毛太郎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10-1
(EPUB) 普遍級
地縛少年花子君/あいだいろ作; 劉
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465 (第 17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在世界盡頭的荒野享受假期/赤河左
岸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47-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II/大森藤ノ原作; 史町大成漫畫; 李
俊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08-4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在妳體內綻放的性春/荒巻越前作;
HAK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35-8 (EPUB) 限制級
在妳體內綻放的性春/荒巻越前作;
HAK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36-5 (PDF) 限制級
在迷宮深處差點被相信的夥伴殺死,
靠著恩惠「無限扭蛋」獲得等級
9999 的新同伴,要向前隊友和世界復
仇,給他們好看!/明鏡 シスイ原作; 大
前貴史漫畫;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882-3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8883-0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妄想怖男子/碗島子作; 蘇涵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574-4 (平
裝)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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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被黑崎秘書稱讚. 1/宮坂香帆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82-2 (PDF) 普遍級
好想被黑崎秘書稱讚. 1/宮坂香帆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11-9 (EPUB) 普遍級
好想擁抱你 / サガミワカ原作 ;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161-4 (平裝) 限制級
好賭天邪鬼(電子特典版)(全)/藤平し
らべ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49-0 (EPUB) 限制級
如光芒般閃耀/さはら鋏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81-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如新芽萌生的情感/本間ぴるぱ作;
灰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99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 4/柚樹ちひろ作; Imok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37-2 (EPUB)
限制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 4/柚樹ちひろ作; Imok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38-9 (PDF)
限制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 5/柚樹ちひろ作; Imok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39-6 (EPUB)
限制級
宅女愛上肉食紳士: 絕頂!大叔級的
神技. 5/柚樹ちひろ作; Imoko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40-2 (PDF)
限制級
宅男打籃球/洪元建編繪 .-- 初版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3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9-35-7 (第 19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年下富二代的猛烈攻勢也無法融化
我: 真命天女不要跑絕對要妳愛上

我!. 1/芳村かなみ, anco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491-8 (EPUB) 限制級
年下學姊/檜原フキ作; 郭礎源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84-7 (第 1 冊:
平裝) NT$130 限制級
有溝通障礙的上班族不懂得如何談
戀愛/鳥生莉世作; AKI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15-8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INOUE 作; 李昆
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150-8 (第 12 冊:平裝) 普遍級
百草的裏庭/青井秋作; 何硯鈴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213 (平裝) 限制級
百草的裏庭(全一冊)/青井秋作; 何硯
鈴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37-4 (EPUB)
限制級
老 師 , 口 衛 王 子 生 氣 了 !/Goro Enok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38-1 (EPUB)
限制級
而立之年的處女之路. 1/逸見奈奈惠
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83-9 (PDF) 限制級
而立之年的處女之路. 1/逸見奈奈惠
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84-6 (EPUB) 限制級
而立之年的處女之路. 2/逸見奈奈惠
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85-3 (PDF) 限制級
而立之年的處女之路. 2/逸見奈奈惠
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86-0 (EPUB) 限制級
自由之子. 2/黃俊維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原動力,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59-33-3 (EPUB) 普遍
級

自我本位勇者和閉門不出魔王的戀
愛攻略/鳥丸太郎作; 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65-6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りゅうせんひ
ろつぐ原作; すえみつぢっか漫畫;
李殷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00-8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自 稱 賢 者 弟 子 的 賢 者 . 7, THE
COMIC/りゅうせんひろつぐ原作;
李殷廷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39-8
(EPUB) 普遍級
你的美味調理法/スワン諏訪子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90-8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別 想 叫我 脫 !/ みなみ遥 作 ; 趙聖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09-7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別對我太壞/貓田米藏作; kreuz+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366-1 (第 10 冊:平裝) 限制級
別對我太壞. 10/貓田米藏作; kreuz+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11-8 (EPUB) 普遍級
別說喜歡我/ツバ ダエキ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75-5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1/椎名橙作;
K.T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23-3 (EPUB) 普遍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1/椎名橙作;
K.T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24-0 (PDF) 普遍級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26-4 (PDF) 普遍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3/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27-1 (EPUB) 普遍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3/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28-8 (PDF) 普遍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4/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29-5 (EPUB) 普遍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4/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30-1 (PDF) 普遍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5/椎名橙作;
雨非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31-8 (EPUB) 普遍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5/椎名橙作;
雨非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32-5 (PDF) 普遍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6/椎名橙作;
雨非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33-2 (EPUB) 普遍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6/椎名橙作;
雨非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34-9 (PDF) 普遍級
吶,我要讓你成為女孩子/マミタ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20-6 (平裝) 限制級
吶,我要讓你成為女孩子(全一冊)/マ
ミタ作; 游若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40-4 (EPUB) 限制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2/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25-7 (EPUB) 普遍級

妖怪手錶/LEVEL-5 Inc.原作.監修; 小
西紀行作; 謝孝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4 .-- 192 面; 17 公分 .-ISBN 978-626-322-499-5 (第 19 冊:平
裝) 普遍級

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麗. 2/椎名橙作;
黃翊蘋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妖怪手錶. 19/小西紀行作; 謝孝薇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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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322-541-1 (EPUB)
普遍級

957-26-8858-8 (第 6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270 普遍級

957-26-8845-8 (第 3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妖怪調合者/許瑞峰[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916-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8917-2 (第 2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普遍級

我被文學少女吃掉了/種乃なかみ作;
郭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95-7-6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求你不要戳弄我的私處...!隔著內褲
的淫亂刺激。深陷進去的秒潮性愛/
きみおたまこ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87-2 (EPUB) 限制級

快發現啊 B.F.F./春山モト作; 流川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146-1 (平裝) 限制級

我被文學少女吃掉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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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295-8-3 (EPUB)
限制級

沉溺於妳的心臟. 1/夜神里奈作; 柚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87-7 (PDF) 限制級

我才不是惡鬼的食物. 1/紫妲たかゆ
き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492-5 (EPUB) 限制
級

我 就 是 無 法 違 逆 S 嘛 . 5/ 響 愛 作 ;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41-6 (PDF) 限制級

我的英雄學院/堀越耕平作; 趙聖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8832-8 (第
3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我 就 是 無 法 違 逆 S 嘛 . 5/ 響 愛 作 ;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46-1 (EPUB) 限制級

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三嶋与夢
原作; 灘島かい漫畫; 郭礎源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08-0 (第 1 冊:平
裝) NT$130 普遍級

我 就 是 無 法 違 逆 S 嘛 . 6/ 響 愛 作 ;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42-3 (PDF) 限制級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10/宮原るり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25-6 (PDF) 普遍級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10/宮原るり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35-5 (EPUB) 普遍級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11/宮原るり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26-3 (PDF) 普遍級

我 就 是 無 法 違 逆 S 嘛 . 6/ 響 愛 作 ;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47-8 (EPUB) 限制級
我發誓這是失算/南々子作; 平川遊
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713-1 (平裝) 限制級
我應該愛哪個人渣呢?/Ichijiku 作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450-6 (EPUB) 普遍
級

沉溺於妳的心臟. 1/夜神里奈作; 柚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12-6 (EPUB) 限制級
男孩子的純情/志村貴子[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59-9 (EPUB) 普遍級
私人專屬的脫衣舞男/せら原作; 小
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3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159-1 (平裝) 限制級
私 密. 欲 求 / 相葉キョウコ 作 ; 加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78-6 (平
裝) NT$140 .-- ISBN 978-957-26-89349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80 限制級
身為後宮妃要進排行前 133 名次的
訓練方法. 1/いぬかいゆず, 藍杜雫,
SHABON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493-2 (EPUB)
限制級
邪惡的花蕾. 1/真村澪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13-3 (PDF)
普遍級

我們大家的河合莊. 11/宮原るり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36-2 (EPUB) 普遍級

把(爛醉的)姊姊...盡情操個乒乒乓乓。
/煌乃あや, 鱗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19-9
(EPUB) 限制級

我們這一家 SUPER/けらえいこ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79-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把甩掉我的他撿回家/会川フゥ作;
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67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里亞德錄大地/月見だしお作; 何立
心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4988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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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8571 (第 6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攻 殻 機 動 隊 THE HUMAN
ALGORITHM/吉本祐樹漫畫; 藤咲淳
一腳本;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里亞德錄大地. 3/月見だしお作; 何
立心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43-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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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的花蕾. 1/真村澪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14-0
(EPUB) 普遍級

固執 α 的調教方式. 1/とのまろ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494-9 (EPUB) 限制級

放學後的芭蕾戀習曲/昼寝シアン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12-5 (EPUB) 普遍級

怪物事變/藍本松漫畫; 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497-1 (第
14 冊:平裝) 普遍級

明里與他戀愛糾結中/鶴亀まよ作;
紅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147-8 (平裝) 限制級

怪物事變. 14/藍本松作; 伶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44-2 (EPUB) 普遍級

臥底威龍/高橋昇作; 林武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1584 (第 57 冊:平裝) 限制級

怪獸 8 號/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5669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怕生女友/宮島禮吏作; 蔡夢芳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44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38-0 (第 3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性少女孤兒院/リヒャルト.バフマン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086-5 (平
裝) NT$220 限制級
性愛非友關係. 1/相野ココ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495-6 (EPUB) 限制級
性轉換純情不良少年!莫名其妙被欺
負 到濕得 一塌 糊塗 ☆. 1/しょごた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496-3 (EPUB) 限制
級
性轉傳染病/冬野なべ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475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承慈愛,然鹿鳴/春之作; 風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15-2 (平
裝) 限制級
承慈愛,然鹿鳴(全一冊)/春之作; 風
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45-9 (EPUB)
限制級
放學後的芭蕾戀習曲/昼寝シアン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368-5 (平裝) 限制級

花香芬芳.../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44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31-080-3 ( 平 裝 )
NT$230 限制級
初戀和婚約/深海魚作; 曲冰熙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488-4 (PDF)
普遍級
初戀和婚約/深海魚作; 曲冰熙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15-7 (EPUB)
普遍級
長島/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03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19-646-4 (平裝) 普遍級
青年夢想進行曲/もふもふ枝子作;
紅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148-5 (平裝) 限制級
青色烈焰花兒綻放: 那一夜我從老師
變成了女人. 1/兎原シイタ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497-0 (EPUB) 限制級
保育員老師的教育好那個: 纏綿悱惻
的飄飄欲仙一次兩次好多次. 1/芳村
かなみ, 有屋町はる作 .-- 臺北市 : 巴
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498-7 (EPUB) 限制級
前略、哥哥中了魔法已經變成聖女
了。/由依子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20-5
(EPUB) 限制級
城市獵人完全版/北条司作; 謝怡苓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冊 .-- ISBN 978-626-316-699-8 (第 25
11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706-3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705-6 (第 3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704-9 (第 30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703-2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702-5 (第 28 冊:平裝) .-ISBN 978-626-316-701-8 (第 2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16-700-1 (第 26
冊:平裝) 普遍級
帝都初戀心中/蜜樹海湖作; 優希米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568-3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拜託了,幫我脫。/川中康嗣作; 蘇聖
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3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26-8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拜託了,幫我脫。. 3/川中康嗣作; 蘇
聖翔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46-6
(EPUB) 普遍級
是很可愛啦但不可愛/さきしたせん
む[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491-9
(EPUB) 限制級
星期四想和你一同哭泣/工藤マコト
作; 王明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3 .-- 208 面; 18 公分 .-ISBN 978-626-329-157-7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10/蘇募ロ
ウ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39-4 (EPUB) 普遍級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10/蘇募ロ
ウ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40-0 (PDF) 普遍級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9/蘇募ロウ
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37-0 (EPUB) 普遍級
*為什麼老師會在這裡!?. 9/蘇募ロウ
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38-7 (PDF) 普遍級
相互 NTR 的性愛: 輕浮男的變態按
摩.青梅竹馬的激情愛撫/かづき作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47-3 (EPUB) 限制
級
看我將妳填滿: 純情的不良少年,食
慾和性慾都隨心所慾!?/滝川シズル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48-0 (EPUB)
限制級
苦學生斗真君的灰暗打工. 1+2/ベニ
子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0872 (平裝) NT$240 限制級
虹色病歷簿. 1/岡田惠和, 国井桂, 木
村琴々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499-4 (EPUB)
限制級
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 vol.3/天野ど
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0810 (平裝) NT$240 限制級

拳願阿修羅. 26/三肉必起.牙霸子原
作 ; 沙 輪 忍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50-3 (EPUB) 普遍級
時間停止勇者/光永康則作;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49-6 (第
4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烈焰先鋒 救國的橘衣消防員/曾田正
人, 冨山玖呂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冊 .-- ISBN 978-957-268809-0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8810-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特殊體質的白衣助手: 獸人性成長紀
錄. 1/仁井ちく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00-7
(EPUB) 限制級

飛燕草的牢籠/岡本 K 宗澄作; 魏嫚
秀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29-4 (PDF) 限制級

特務同盟/飄緹亞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8922 (第 5 冊:精裝) .-- ISBN 978-957-268893-9 (第 5 冊:精裝首刷限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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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39-3 (EPUB) 限制級

狼人: 獸人伯爵與被囚禁的男娼/山
本ティナ作; 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12-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個性差勁的男人/TAKUMIYOU 作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549-7 (EPUB) 限制
級

狼 與 無 糖 . 1/ 藤 原 惠 美 作 ;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89-1
(PDF) 普遍級

宮廷祕戀/鈴木ツタ作; 爬格子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367-8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狼 與 無 糖 . 1/ 藤 原 惠 美 作 ; KIYO.D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20-1
(EPUB) 普遍級

宮廷祕戀. 3/鈴木ツタ作; 爬格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13-2
(EPUB) 普遍級

破壞我世界的男人/森谷理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14-5 (平裝) 限制級

島大叔/川野ようぶんどう作; 杜信
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059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破壞我世界的男人(全一冊)/森谷理
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51-0
(EPUB) 限制級

拳願阿修羅/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沙輪忍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23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496-4 (第 26
冊:平裝) 普遍級

神創之子/三浦建太郎原作; TUDIO
我画作畫;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5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74-8 (平裝) NT$160 普遍級
粉紅蜜處/八尋ぽち作; 熊次郎譯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2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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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049-41-9 (EPUB)
限制級
粉紅蜜處/八尋ぽち作; 熊次郎譯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42-6 (PDF)
限制級
素顏羅曼史: 女裝男子是裸體模特
兒!?/HOLLY[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58-2 (EPUB) 限制級
純情羅曼史/中村春菊作; 帽子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369-2 (第 25 冊:平裝) 限制級
純潔的他是高貴的處男. 1/アリスン
(Earithen)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90-7 (PDF) 普遍級
純潔的他是高貴的處男. 1/アリスン
(Earithen)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16-4 (EPUB) 普遍級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2/山田羊作; 哈
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592-2 (EPUB) 普遍級
能幹貓今天也憂鬱. 2/山田羊作; 哈
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45-5 (PDF) 普遍級
荊棘環繞之花/カモ作; 加奈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4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00-4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豹變上司的壞心處罰Ｈ: 一直這樣
頂...真的會瘋掉啊!. 1/はやせ慶作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01-4 (EPUB) 限制級
閃亮優美的女神現正崩塌中: 老師、
可以幫我實現第一次嗎?. 1/甘伊ち
ょこ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02-1 (EPUB) 限
制級
高跟鞋男子: 笨拙鞋匠×小惡魔舞孃
/taki_chizue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51-3 (EPUB) 限制級

鬼靈精怪 x 溫泉/夢乃狸作; 許任駒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03-5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專屬你的粉絲服務/牧コチコ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85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偽愛契約婚姻: 雖說是假結婚卻被冷
酷社長給(性)調教了。. 1/雪ことり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03-8 (EPUB) 限制
級

專屬於你的追星者/戶之麻呂作; 黛
西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4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573-7 (平裝) 限制級

偽裝.遊戲/誉あん[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92-6 (EPUB) 限制級
假戲真做吃掉我/ちづなる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89-6 (EPUB) 限制級
唯有你能結束這份情感/篠崎 マイ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14-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唯願來世不相識/小西明日翔作; 依
文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484-1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從今天開始變成 Ω。安里和波多野/
舞木サチ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9011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8902-8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從早到晚都愛意滿滿. 1/米谷たかね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04-5 (EPUB) 限制
級
悠久的娼女精靈 <<夢幻>>. 中篇/う
さぎなご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083-4 (平裝) NT$230 限制級

111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472-8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異劍戰記 瓦倫迪歐. 1/七尾七希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91-4 (PDF) 普遍級
異劍戰記 瓦倫迪歐. 1/七尾七希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17-1 (EPUB) 普遍級
移居、鄉下老房、還附贈炮友!?. 番
外篇: 椿社長的密約新娘. 1. 上/藤那
トムヲ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07-6 (EPUB)
限制級
第２次的春天 第１次的親吻. 1/原田
唯衣作; 揪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92-1 (PDF) 普遍級
第２次的春天 第１次的親吻. 2/原田
唯衣作; 揪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94-5 (EPUB) 普遍級

唯願來世不相識. 5/小西明日翔作;
依文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52-7
(EPUB) 普遍級

接下來我就要 NTR 妳囉!: 不停爆射
直到姑姑變成我的....1/奏亜希子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05-2 (EPUB) 限制級

國王排名. 10/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48-6
(EPUB) 普遍級

推掉聚餐和後輩 SEX: 沉溺快感的濃
密抽插/ハシモト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54-1 (EPUB) 限制級

第２次的春天 第１次的親吻. 2/原田
唯衣作; 揪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99-0 (PDF) 普遍級

*國王排名. 10/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49-3
(PDF) 普遍級

教我如何愛,深處也要盡情被愛.... 1/
ゼ之助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06-9 (EPUB)
限制級

組長女兒和保姆/つきや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2527-5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基因決定我愛你/達騰娛樂監製; 北
府店小二小說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14-9 (EPUB) 普遍級
專職出軌: 日漸沉淪的主夫與主婦/
甘詰留太作;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07-7 (第 2 冊:平
裝) 限制級
專職出軌: 日漸沉淪的主夫與主婦.
2/甘詰留太作; shaunte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53-4 (EPUB) 限制級

梅蒂亞轉生物語. 3, 門扉彼端的魔法
師. 上/友麻碧著; 林于楟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15-6 (EPUB)
普遍級
現在,正在談戀愛。/八田鮎子作; 瓜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4 .-- 冊 .-- ISBN 978-626-00-6569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006570-6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甜蜜懲罰: 我是看守專用寵物/いづ
み翔作;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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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次的春天 第１次的親吻. 1/原田
唯衣作; 揪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93-8 (EPUB) 普遍級

組 長 女 兒 和 保 姆 . 2/ つ き や 作 ;
CHIKA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56-5
(EPUB) 普遍級
終結的熾天使/鏡貴也原作; 山本大
和漫畫;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9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483-4 (第 24 冊:平裝) 普
遍級
終結的熾天使. 24/鏡貴也原作; 山本
大和漫畫; 弁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55-8 (EPUB) 普遍級

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佐藤真登原作;
三ツ谷亮漫畫; 譚志瑋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8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481-0 (第 1 冊: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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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8816-8 (平裝首刷
限定版) NT$200 限制級
被召喚到異世界的我和魔王大人語
言不通/うたしま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4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56-4 (第 2 冊:平
裝) NT$130 普遍級
被囚禁於軍艦的公主: 隻身一人落入
了抖Ｓ野獸群中. 1/いづみ翔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08-3 (EPUB) 限制級
被老師看到就發情了嗎?/小鴨作; 魏
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19-0 (平裝) 限制級
被老師看到就發情了嗎?(全一冊)/小
鴨作; 魏嫚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57-2 (EPUB) 限制級
被 夢魔美食 家寵愛 著 / 星名あんじ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088-9 (平
裝) NT$250 限制級
都是因為他說我很可愛/春田作; 和
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18-3 (平裝) 限制級
雪下的真相/簡嘉誠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3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641-9 (第 1
冊:平裝) NT$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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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26-88151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00 限制級
傀儡花. 2/陳耀昌原著; 飛西啟漫畫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飛 魚 創 意 ,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762-8-2 (EPUB) 普遍級
喝了媚藥的完美男友讓我招架不住!/
南 国 ば な な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90-2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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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30-0 (PDF)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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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40-9 (EPUB) 限制級
幾島課長對我性致勃勃/西臣匡子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373-9 (平裝) 限制級
幾島課長對我性致勃勃/西臣匡子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17-0 (EPUB) 普遍級
幾島課長對我性致勃勃 Season 2/西
臣匡子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1-374-6 (平裝)
限制級
幾島課長對我性致勃勃 Season 2/西
臣匡子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1-418-7 (EPUB) 普遍
級
復仇的莉亞: 失去一切的少女與死神
定下契約/真白なぎ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58-9 (EPUB) 普遍級
惡魔和專情/織田綺作; 曲冰熙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496-9 (PDF)
普遍級
惡魔和專情/織田綺作; 曲冰熙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18-8 (EPUB)
普遍級
援助交配/たくのみ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079-7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260 限制級
無聊陣線聯盟= Boring town/羅宜凡
作 .-- 臺北市 : 羅宜凡, 11104 .-- 冊 .-ISBN 978-957-43-9883-6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43-9896-6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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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路可逃的前反派千金想逃離超級
虐待狂王子的魔爪/うすいかつら原
作; かーみら漫畫; Runoka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3715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無路可逃的前反派千金想逃離超級
虐待狂王子的魔爪. 1/うすいかつら
原作; かーみら漫畫; Runoka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19-4
(EPUB) 普遍級
無 價 之 畫 : 巴 黎 的 追 光 少 年 /HOM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3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19-643-3 (下冊:平裝) NT$380 普
遍級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理不尽な孫の手原作; フジカワユ
カ漫畫;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1-356-2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357-9 (第 12 冊:平裝) .-ISBN 978-626-321-358-6 (第 1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1-359-3 (第 14
冊:平裝) 普遍級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11/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小天野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94-4
(EPUB) 普遍級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12/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小天野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95-1
(EPUB) 普遍級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13/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小天野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96-8
(EPUB) 普遍級
無職轉生: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
14/理不尽な孫の手作; 小天野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97-5
(EPUB) 普遍級
無題之藍/夏目靫子作; 曾怡華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04-2 (第 1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童年玩伴忍不住/百瀬あん作; 翁蛉
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175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80
限制級

黑暗集會. 4/近藤憲一作; 李俊銘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559-6 (EPUB) 普遍
級

童貞喪失 925/綿レイニ作; 陳家恩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11-0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嫁過來的妻子總是在諂笑/マツモト
ケンゴ作; 郭子菱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4 .-- 128 面; 18 公分 .-ISBN 978-626-316-720-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等我長大成人,請把你交給我/千葉た
ゆり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13-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想被遲鈍男豢養的我/杉原チャコ,
牧山とも作 .-- 臺北市 : 貳拾二點有
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8-3-9 (EPUB) 普遍級

絕對服從令之戀髮教條: 不能沒有你
那秀髮/MEGUM[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57-5 (EPUB) 限制級

愛日與新娘/渚アユム[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95-7 (EPUB) 限制級

給不滅的你/大今良時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42-7 (第 1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虛構家庭與戀母情結/碧本さり作;
灰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66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超昂大戰 起點/アリスソフト作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084-1 (平裝)
NT$360 限制級
超級舒服的對吧?/みどり葵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082-7 (平裝)
NT$190 限制級
開台王顏思齊= Pedro Chino legend/仲
魔六六六編劇; 楊承達漫畫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飛魚創意, 11103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9762-99 (第 1 冊:平裝) NT$110 普遍級
黑衣劍士與歌姬: 月夜的幽會是濡濕
的啼鳴/ふたみゆうり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86-5 (EPUB) 限制級
黑夜遊行/中村光作;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3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14-4 (第 6 冊:平
裝) NT$130 普遍級
黑暗集會/近藤憲一作; 李俊銘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8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4827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愛日與新娘/渚アユム作; chun 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138 (平裝) 限制級
愛 日與 新娘 (全 一冊 )/ 渚アユム作;
chu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60-2
(EPUB) 限制級
愛你親切笑著的臉龐/あじゃん作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089-6 (平裝)
NT$200 限制級
愛的擁抱療法/鷹[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93-3 (EPUB) 限制級
愛的擁抱療法/鷹作; 李亞妮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12-1 (平
裝) 限制級
愛的擁抱療法(全一冊)/鷹作; 李亞妮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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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44-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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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49-2 (EPUB) 普遍級
新鮮現擠!哞哞尻尻學園男生宿舍/み
なせ瀬里作;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2 .-- 面; 公分 .-115

ISBN 978-626-329-144-7 (EPUB) 限制
級
會提供伴侶津貼嗎?/藤峰式作; 澤野
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762 (平裝) NT$160 限制級
煩惱☆西遊記. 1/CRYSTAL 洋介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95-2 (PDF) 普遍級
煩惱☆西遊記. 1/CRYSTAL 洋介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19-5 (EPUB) 普遍級
經典杯子蛋糕 with 卡布奇諾/佐岸左
岸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64-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義大利女生借住我家/ハミタ作; 咖
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76-0 (EPUB) 普遍級
落第賢者的學院無雙/白石新作; は
んたろう漫畫; 李俊銘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22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474-2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葡萄柚之月/芹澤知作; 張芳馨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07-3 (平裝)
NT$140 普遍級
裙子的下面有野獸/ハナマルオ作;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473-5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達令是愛哭外國人/寺嶋かなえ作;
灰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73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厭女帥哥社長要我教他愛. 1/神咲め
ぐみ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09-0 (EPUB) 限
制級
對可愛的乳頭一見鐘情/ミマ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62-6 (EPUB) 限制級
徹夜未眠想著你/棚川三々作; 蔡夢
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89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91-5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徹底、享受的、舒服關係。: 魅魔上
司×性冷感 OL/Ito Momoi 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52-0 (EPUB) 普遍級

與妳相戀到生命盡頭/あおのなち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53-3 (第 4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徹底地填滿深處: 天才副教授的成人
戀愛/Ruki Ichikawa 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53-7 (EPUB) 限制級

與變成異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冒
險/津留崎優原作; 池澤真漫畫; 弁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479-7 (第 3 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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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27-0
(PDF) 限制級
演 員. 步 / 村上キャン プ作 ; 魏嫚秀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37-9
(EPUB) 限制級
滿腦子的 XX 妄想都聽到囉...!: 冷酷
面癱的同事是個悶騷變態. 1/青 mori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10-6 (EPUB) 限制
級
熊熊勇闖異世界/くまなの原作; せ
るげい漫畫; 帽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18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1-365-4 (第 6 冊:
平裝) 普遍級
熊熊勇闖異世界. 6/くまなの原作;
せるげい漫畫; 帽子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1-420-0 (EPUB) 普遍
級
瘋狂鄰人(全)(電子特典版)/ツブキ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454-4
(EPUB) 限制級
精靈寶可夢 SPECIAL 太陽.月亮/山本
智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480-3 (第 5 冊:平裝) 普遍
級
綻放絢爛舞台!/春園ショウ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55-7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與你在月夜之中/鈴倉温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與變成異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冒
險. 2/池澤真漫畫; もちゃろ原作; 弁
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63-3 (EPUB)
普遍級
與變成異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冒
險. 3/池澤真漫畫; 津留崎優原作; 弁
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64-0 (EPUB)
普遍級
蒼龍的僕人. 白銀之龍篇. 0/千歲四
季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567-6 (平裝) 普遍級
劇場版改編漫畫: 名偵探柯南: 絕海
的偵探/青山剛昌原作; 阿部豐, 丸傳
次郎作畫; 何硯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3 .-- 冊 .-- ISBN 978626-322-524-4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626-322-525-1 (下冊:平裝) 普遍
級
劇畫少女與戰車/小林源文作; 張詠
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蒼 璧 ,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27-9-6 (PDF) 普遍級
劍鬼戀歌: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
活†真銘譚. 3/長月達平,野崎つばた
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58-5 (EPUB) 普遍級
劍鬼戀歌: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
活†真銘譚. 3/長月達平,野崎つばた
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59-2 (PDF) 普遍級
墜入愛河的漆黑野獸/あさじまルイ
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11-4 (平裝) 限制級
116

墜入愛河的漆黑野獸(全一冊)/あさ
じまルイ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71-8 (EPUB) 限制級
墮落為女僕的女士/朝凪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4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078-0 ( 平 裝 )
NT$230 限制級
暴君與我/並榎雫作; 趙秋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4 .-- 15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68-7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潛入!傳說中的高潮按摩店「爽到快
瘋了要怎麼調查啦...!」. 1/まれお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11-3 (EPUB) 限制
級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 Ω. 4/白石由希
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97-6 (EPUB) 普遍級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 Ω. 4/白石由希
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498-3 (PDF) 普遍級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 Ω. 5/白石由希
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43-0 (PDF) 普遍級
窮鼠的契約: 偽裝的 Ω. 5/白石由希
作; 夜原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48-5 (EPUB) 普遍級
箱庭王子/Haruta Han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455-1 (EPUB) 普遍級
衛府七忍/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4780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衛府七忍. 10/山口貴由作; 洪兆賢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72-5 (EPUB)
普遍級
談無慾/霹靂國際多媒體原作; T.K 章
世炘[漫畫] .-- 第 1 版第 2 刷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3 .-- 176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26-8920-2 (第 1 冊:平裝
二刷附錄版) 普遍級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R. 5/中原
亞矢作; 優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21-8 (PDF) 普遍級

螢光幕/村上キャン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28-7 (PDF)
限制級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R. 5/中原
亞矢作; 優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31-7 (EPUB) 普遍級

螢光幕/村上キャンプ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38-6
(EPUB) 限制級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R. 6/中原
亞矢作; 優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22-5 (PDF) 普遍級

融雪之吻/P ポイント作; 和靜清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09-1 (平裝) 限制級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 R. 6/中原
亞矢作; 優希米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32-4 (EPUB) 普遍級

融雪之吻(全一冊)/P ポイント作; 和
靜清寂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74-9
(EPUB) 限制級

請滿足我吧,勝利女神大人: 溺愛男
友的重量級性愛/Pan Kuroshiba 作 .-臺北市 : 青文,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456-8 (EPUB) 限制
級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 3/松本ひで吉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60-8 (EPUB) 普遍級

諸神的差使. 9/淺葉なつ著; 王靜怡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21-7 (EPUB) 普遍級
賢者如星. 6/依歡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831-1 (EPUB) 普遍級
鄰居可行不可行碰碰看才知道. 1/貫
井ゆな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12-0 (EPUB)
限制級
鬧脾氣的依戀物/高乃トキ作; 風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10-7 (平裝) 限制級
鬧脾氣的依戀物(全一冊)/高乃トキ
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73-2
(EPUB) 限制級
戰隊大失格/春場葱作; 江昱霖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39-7 (第 4 冊:
平裝) N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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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717-9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 3/松本ひで吉
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61-5 (PDF) 普遍級
貓都不是喵喵叫(貓社會)/韋蘺若明
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韋蘺若明,
11103 .-- 1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49-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遲來的春天/野荻あき作; MON 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5176 (平裝) 限制級
遲 來的 春天 (全 一冊 )/ 野荻あき作;
MO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75-6
(EPUB) 限制級
龍王之女 中國幻想選/鮫島圓作; 張
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066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應援團少女. 1/よしづき くみち作;
YUI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62-2 (EPUB) 普遍級
應援團少女. 1/よしづき くみち作;
YUI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63-9 (PDF) 普遍級
應援團少女. 2/よしづき くみち作;
YUI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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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64-6 (EPUB) 普遍級
應援團少女. 2/よしづき くみち作;
YUI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65-3 (PDF) 普遍級
總之就是很可愛/畑健二郎作; 柯冠
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718-6 (第 16 冊:平裝) 普遍級
*邁向溫暖的家 /江斑文著; 籃球丸
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78-3 (EPUB)
普遍級
*邁向溫暖的家 /江斑文著; 籃球丸
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79-0 (PDF)
普遍級
雖然稍微比我年長一點,但可以當我
女友嗎?/望公太原作; 浦稀えんや漫
畫;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52-6 (第 4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舊繁華街袋小路/ためこう作; 紅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149-2 (平裝) 限制級
轉生少女首先想從第一步開始!. 1:
我沒聽說這裡有魔物/カヤ作; 許國
煌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69-5 (EPUB)
普遍級
轉生到異世界變成賢者,過著冒險者
生活: 靠(魔法改良)成為異世界最強/
進行諸島原作; 神名ゆゆ漫畫; 江昱
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冊 .-ISBN 978-957-26-8812-0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8813-7 (第
2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轉生為第七王子,隨心所欲的魔法學
習之路/謙虚なサークル原作; 石沢
庸介作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48-9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轉生聖女,只有魔王亞克才能讓我發
情!?: 其他攻略角色都不行,但被他愛
撫就好濕/駒込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21-2
(EPUB) 限制級
雙星之陰陽師/助野嘉昭作; 陳書萍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8834-2 (第
2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壞小子/LEE Hyeon-sook 著 .-- 初版 .-新北市 : 威向,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05-239-3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505-240-9 (第
2 冊:平裝) NT$380 普遍級
壞心眼上司的無預警撩撥攻勢. 1/羽
田伊吹, 小春りん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13-7
(EPUB) 限制級
懲罰純真兔男孩/ハシモトミツ作;
AKI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10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獸人老師的新娘: 是天堂也是地獄的
命定伴侶/一仔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22-9
(EPUB) 限制級
獸人與少年 Ω 的命定契約/羽純ハナ
作; Shi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18-9 (第 6 冊: 平裝首 刷 限定版 )
NT$190 限制級
獸 人 與 少 年 Ω 的 命 定 契 約 5th
Anniversary Fan Book: 獨一無二/羽純
ハナ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8896-0 (平裝) NT$460 .-- ISBN
978-957-26-8897-7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530 限制級

鐵壁虎穴求愛寢技 K.O.. 1/三雲譲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14-4 (EPUB) 限制
級
魔石傳記: 獲得魔物力量的我是最強
的!/結城涼原作; 菅原健二漫畫; 穗椽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77-7 (EPUB) 普遍級
*聽見你的聲音 /江斑文著; 籃球丸
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80-6 (EPUB)
普遍級
*聽見你的聲音 /江斑文著; 籃球丸
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81-3 (PDF)
普遍級
戀上啞人愛玩奴隸. 1/木の子ゆん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15-1 (EPUB)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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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45-4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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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50-8 (EPUB)
普遍級
戀愛志向學生會/如月群真作; 林佳
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8700 (第 5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蠍 與 少 女 / 澄 谷 ゼ ニ コ 作 ; ALA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1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494-0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戀愛技能攻略/椎名愛弓作; 莊湘萍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66-0
(EPUB) 普遍級

蠍 與少 女 (全一 冊)/ 澄谷ゼニコ作;
ALATA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76-3
(EPUB) 普遍級

戀愛技能攻略/椎名愛弓作; 莊湘萍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67-7
(PDF) 普遍級

關係不好的未婚夫妻/鉢谷くじら作;
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1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2-477-3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戀愛時要厚臉皮/中田アキラ原作;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3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160-7 (第 2 冊:平裝) 限制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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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異教師神眉(愛藏版)/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821-2 ( 第 3 冊: 平裝首 刷 附錄版 )
NT$250 .-- ISBN 978-957-26-8822-9 (第
4 冊 : 平 裝 首 刷 附 錄 版 ) NT$250 .-ISBN 978-957-26-8898-4 (第 5 冊:平裝
首刷附錄版) NT$250 普遍級
靈異教師神眉(愛藏版)(1-2)/真倉翔
原作; 岡野剛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830-4 (全套:平裝) NT$500 普
遍級
靈魂救贖者/地球人作 .-- 新北市 : 朱
俊鴻, 11102 .-- 冊 .-- ISBN 978-957-439843-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43-9875-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とらきち短篇集: 騎士團的特別任務
/とらきち作 .-- 第 1 版第 2 刷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3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6-8818-2 (平裝二刷
附錄版) 限制級
尻男 讓課長無套插入進行穴分析(穴
（ana）＊lyze)!. 1/青山アルト作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489-5 (EPUB) 限制級

小說及雜文
(新譯)森鷗外: 切腹的武士/森鷗外作;
吳文揚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
習, 11102 .-- 約 26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76-7 (線上有聲書(MP3))
NT$280 普遍級
A trilogy of believing: teardrop of the
sun( 中 英 對 照 )= 太 陽 淚 / 玨曦 Jayce
Chang 圖.文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
書, 11103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622-4-4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C 位玩家的全員撲倒計劃/夏天晴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8930-1 (平
裝) 限制級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12/蝸
牛くも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595-3 (EPUB) 普遍級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 12/蝸
牛くも作;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596-0 (PDF) 普遍級
LAND: 今 昔 大 地 Space Time and
Doomsday/ 楚 蒂 .B. 詹 恩
(Trudy.B.Jhan) .-- 初版 .-- 新北市 : 冰
屋書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27-4-8 (PDF) NT$250 普遍
級
NARUTO 火影忍者 佐助烈傳 宇智波
的後裔與天球的星塵/岸本斉史, 江
坂純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8933-2 (平裝) 普遍級
Unnamed Memory 無名記憶. II, 失去
寶座的女王/古宮九時作; 陳柏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957-26-8823-6 (EPUB) 普遍
級
VENOM 求愛性少女症候群. 1/城崎
作; かいりきベア原 作 ; 九十九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85-2 (EPUB) 普遍級
*一劍天涯向黃沙. 第一冊/雪庵居士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65-5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天涯向黃沙. 第二冊/雪庵居士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82-2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天涯向黃沙. 第三冊/雪庵居士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83-9 (PDF) NT$300 普遍級
*七殺碑. 下冊/朱貞木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84-6 (PDF)
NT$300 普遍級
*七殺碑. 上冊/朱貞木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66-2 (PDF)
NT$300 普遍級
七魔劍支配天下. 5/宇野朴人作; 李
文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86-9 (EPUB) 普遍級

九星之主/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文創, 11103 .-- 冊 .-- ISBN 978-626311-634-4 (第 57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626-311-635-1 (第 58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368 (第 5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37-5 (第 60 冊:平裝) NT$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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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0-424-4
(EPUB) 普遍級
*九龍金鎖. 第一冊/公孫玉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15-0 (PDF) NT$300 普遍級
*九龍金鎖. 第二冊/公孫玉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16-7 (PDF) NT$300 普遍級
*九龍金鎖. 第三冊/公孫玉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17-4 (PDF) NT$300 普遍級
三坪房間的侵略者!?. 35/健速作; 何
宜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94-6
(EPUB) 普遍級
*亡魂谷. 第一冊/金陵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16-7 (PDF)
NT$300 普遍級
*亡魂谷. 第二冊/金陵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42-6 (PDF)
NT$300 普遍級
*亡魂谷. 第三冊/金陵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28-0 (PDF)
NT$300 普遍級
大明小學生/隨輕風去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ISBN 978-626-325-423-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24-4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425-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26-8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大魏聖主/七月未時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422-0 (第 5 冊:平裝) .-119

ISBN 978-626-325-451-0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不時輕聲地以俄語遮羞的鄰座艾莉
同學. 1/燦燦 SUN 作; 哈泥蛙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387-6
(EPUB) 普遍級
不會通靈的寵物溝通師: 關於愛的練
習/劉凱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花園
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97-0-9 (EPUB) NT$380 普遍級
*五音奉劍. 第一冊/白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84-5
(PDF) NT$300 普遍級
*五音奉劍. 第二冊/白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85-2
(PDF) NT$300 普遍級
*五音奉劍. 第三冊/白丁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86-9
(PDF) NT$300 普遍級
*仇. 下冊/冷心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
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40-1 (PDF)
NT$300 普遍級
*仇. 上冊/冷心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
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28-9 (PDF)
NT$300 普遍級
六朝燕歌行. 26/紫狂, 弄玉著 .-- 新北
市 : 河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31-44-2 (EPUB) 普遍
級
公子別秀/榮小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427-5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428-2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29-9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430-5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公主招親/凌霄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10-9 (EPUB) 普遍級
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 4/浜千鳥
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88-3 (EPUB) 普遍級

*天下第一人. 第一冊/衛民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13-6
(PDF) NT$300 普遍級

*少年行. 第三冊/陸魚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22-8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一人. 第二冊/衛民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23-5
(PDF) NT$300 普遍級

*少年行. 第五冊/陸魚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24-2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一人. 第三冊/衛民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43-3
(PDF) NT$300 普遍級

*少年行. 第六冊/陸魚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25-9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一人. 第五冊/衛民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39-6
(PDF) NT$300 普遍級

*少年行. 第四冊/陸魚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23-5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一人. 第四冊/衛民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19-8
(PDF) NT$300 普遍級

少年風水師/文濤小道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3 .-- 冊 .-ISBN 978-626-311-629-0 (第 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30-6 (第
1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天星神劍. 第一冊/陳中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11-2
(PDF) NT$300 普遍級
*天星神劍. 第二冊/陳中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36-5
(PDF) NT$300 普遍級
*天星神劍. 第三冊/陳中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46-4
(PDF) NT$300 普遍級
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1&2, 再見青鳥/
翁裕庭作; 步烏, 米巡繪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03 .-- 冊 .-- ISBN 978957-32-9455-9 (全套:平裝) NT$56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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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464-1 (EPUB) 普遍級
*少年行. 第一冊/陸魚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20-4
(PDF) NT$300 普遍級
*少年行. 第二冊/陸魚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21-1
(PDF) NT$300 普遍級

*少年遊俠傳. 第一冊/石沖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05-1
(PDF) NT$300 普遍級
*少年遊俠傳. 第二冊/石沖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45-7
(PDF) NT$300 普遍級
*少年遊俠傳. 第三冊/石沖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44-0
(PDF) NT$300 普遍級
少帝他不想重生/竹葉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墨扉, 11105 .-- 4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102-9-0 (精裝)
NT$480 普遍級
心理駭客= Psychology hackers/K.I 作 .- 初 版 .-- 彰 化 縣 : 無 雙 多 媒 體 ,
11102 .-- 冊 .-- ISBN 978-986-99151-44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99151-5-1 (下冊:平裝) NT$280 普
遍級

麥田,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46-5 (EPUB) 普遍級
王爺的冤家/馮君作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04-8 (EPUB) 普遍級
世界唯一的魔物使. 1, 轉職後被誤認
成魔王/筧千里作; 劉仁倩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824-3 (EPUB) 普遍級
世界唯一的魔物使. 2, 轉職後被誤認
成魔王/筧千里作; 劉仁倩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825-0 (EPUB) 普遍級
仙藥大亨/寂寞我獨走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ISBN 978-626-325-398-8 (第 29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399-5 (第 30
冊:平裝) 普遍級
半仙/躍千愁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燕文創, 11103 .-- 冊 .-- ISBN 978-626311-617-7 (第 13 冊:平裝) NT$190 .-ISBN 978-626-311-618-4 (第 14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6191 (第 1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620-7 (第 16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半獸人英雄物語. 2, 忖度列傳/理不
尽な孫の手作; 鄭人彥譯 .-- 初版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04-0 (EPUB)
普遍級
*古柏行. 第一冊/摩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19-7
(PDF) NT$300 普遍級
*古柏行. 第二冊/摩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34-0
(PDF) NT$300 普遍級
*古柏行. 第三冊/摩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50-0
(PDF) NT$300 普遍級

文言文很容易. 下冊/段張取藝作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0-9-3 (EPUB)
普遍級

*古劍吟. 下冊/尉遲文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19-8
(PDF) NT$300 普遍級

月光下的擁抱/菲力.厄爾(Phil Earle)
著; 李斯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古劍吟. 上冊/尉遲文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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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18-1
(PDF) NT$300 普遍級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播種後宮生活.
3/月夜淚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65-7 (EPUB) 普遍級
玄龍傳說/百分之七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452-7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玉面神童. 下冊/愚人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21-1 (PDF)
NT$300 普遍級
*玉面神童. 上冊/愚人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04-4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容劫. 第一冊/摩雲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67-9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容劫. 第二冊/摩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85-3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容劫. 第三冊/摩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86-0
(PDF) NT$300 普遍級
*玉燕金虹. 第一冊/怡紅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68-6
(PDF) NT$300 普遍級
*玉燕金虹. 第二冊/怡紅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87-7
(PDF) NT$300 普遍級
*玉燕金虹. 第三冊/怡紅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88-4
(PDF) NT$300 普遍級
白日放縱/有糖無煙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四方行工作室, 11103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24-3-8 (平
裝) NT$360 限制級
白色畫像/賴香吟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550-5 (EPUB)
普遍級

伏天氏/淨無痕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431-2 (第 141 冊:
平裝) 普遍級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
17/大森藤ノ作; 御門幻流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66-4 (EPUB) 普遍級

*伏魔令. 第一冊/北燕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68-5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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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34-8 (EPUB) 普遍級

*伏魔令. 第二冊/北燕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67-8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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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35-5 (PDF) 普遍級

*伏魔令. 第三冊/北燕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65-4 (PDF)
NT$300 普遍級

安達與島村. 10/入間人間作; 蒼貓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89-0 (EPUB) 普遍級

*伏魔令. 第四冊/北燕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66-1 (PDF)
NT$300 普遍級

成為鐵匠在異世界度過悠閒人生. 1/
たままる作; 曾柏穎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19-6 (EPUB) 普遍級

全職藝術家/我最白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3 .-- 冊 .-- ISBN
978-626-311-631-3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632-0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33-7 (第 15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626-311-638-2 (第 1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399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40-5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641-2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42-9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朱雀環. 第一冊/鄧隱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24-1 (PDF)
NT$300 普遍級

*冰國奇英. 第一冊/司徒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25-8
(PDF) NT$300 普遍級
*冰國奇英. 第二冊/司徒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41-8
(PDF) NT$300 普遍級
*冰國奇英. 第三冊/司徒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36-4
(PDF) NT$300 普遍級
回 憶 . 撲 克 牌 / 向 田 邦 子 Mukoda
Kuniko; 張秋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08-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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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環. 第二冊/鄧隱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38-8 (PDF)
NT$300 普遍級
*朱雀環. 第三冊/鄧隱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61-6 (PDF)
NT$300 普遍級
*江湖淚. 下冊/摩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89-1 (PDF)
NT$300 普遍級
*江湖淚. 上冊/摩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69-3 (PDF)
NT$300 普遍級
*竹符劫. 第一冊/霓雲生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35-8
(PDF) NT$300 普遍級
*竹符劫. 第二冊/霓雲生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36-5
(PDF) NT$300 普遍級
*竹符劫. 第三冊/霓雲生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37-2
(PDF) NT$300 普遍級
*羽箭銀瓶記. 下冊/林夢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18-1
(PDF) NT$300 普遍級
*羽箭銀瓶記. 上冊/林夢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10-5
(PDF) NT$300 普遍級
自殺橋/泰勒.亞當斯(Taylor Adams)著;
蕭季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371-9 (EPUB) 普遍級
自轉公轉/山本文緒著; 葉韋利譯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35-3
(PDF) 普遍級
自轉公轉/山本文緒著; 葉韋利譯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36-0
(EPUB) 普遍級
*血車飄香. 第一冊/雷達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47-1
(PDF) NT$300 普遍級
*血車飄香. 第二冊/雷達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48-8
(PDF) NT$300 普遍級
*血車飄香. 第三冊/雷達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49-5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河車. 第一冊/白虹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44-0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河車. 第二冊/白虹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45-7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河車. 第三冊/白虹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46-4
(PDF) NT$300 普遍級
*血雨腥風. 第一冊/江南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32-6
(PDF) NT$300 普遍級

*血雨腥風. 第二冊/江南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54-8
(PDF) NT$300 普遍級
*血雨腥風. 第三冊/江南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53-1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珠恨. 下冊/馮靜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2-60-0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珠恨. 上冊/馮靜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2-59-4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珠恨. 中冊/馮靜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2-61-7 (PDF)
NT$300 普遍級
*血盟. 第一冊/衛民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2-69-2 (PDF)
NT$300 普遍級

公分 .-- ISBN 978-626-336-040-2 (PDF)
NT$300 普遍級
坎特維爾鬼魂: 王爾德短篇小說全集
/奧斯卡.王爾德作者; 蔡詩萍朗讀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約 285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06-6
(線上有聲書(WAV)) NT$360 .-- ISBN
978-626-335-107-3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普遍級
我,精靈王,缺錢!. 8/醉琉璃作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19-640-2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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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861-1 (PDF) 普遍級
我和班上最討厭的女生結婚了。/天
乃聖樹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8924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8925-7 (第 1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普
遍級

*血盟. 第二冊/衛民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2-70-8 (PDF)
NT$300 普遍級

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16, 黑貓 if.
下/伏見つかさ作; 周庭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390-6
(EPUB) 普遍級

*血盟. 第三冊/衛民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2-71-5 (PDF)
NT$300 普遍級

我們的重製人生. 4/木緒なち作; 陳
冠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35-6 (EPUB) 普遍級

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 2/猿渡
風見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35-6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重製人生. 4/木緒なち作; 陳
冠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36-3 (PDF) 普遍級

助理情婦/羽影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08-6 (EPUB) 普遍級

我欲封天/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395-7 (第 7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396-4 (第 74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397-1 (第 75 冊:平
裝) 普遍級

*吼血錄. 第一冊/白虹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14-3 (PDF)
NT$300 普遍級
*吼血錄. 第二冊/白虹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24-2 (PDF)
NT$300 普遍級
*吼血錄. 第三冊/白虹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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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月之鑰. 第二部. 卷十: 碎月/水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06-6 (EPUB) 普遍級
狂骨之夢(上下)/京極夏彥著; 蔡佩青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41-4 (EPUB) 普遍級

狂歡派對. 上/一隻眼睛著 .-- 初版 .-新北市 : 愛護眼睛工作室,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79-0-3
(EPUB) 普遍級
男妃在上. 下冊/兩百斤道長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53-9 (EPUB)
普遍級

乖 , 大 神 別 鬧 !. 番 外 集 = Electronic
sports extra story/ 青梅醬撰稿 .-- 初
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105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48-7-3 (平
裝) NT$114 普遍級

東方雲夢譚. 12/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37-4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13/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36-7 (EPUB) NT$125 普
遍級

男妃在上. 下冊/兩百斤道長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75-1 (PDF)
普遍級

夜鶯與玫瑰: 王爾德童話全集/奧斯
卡.王爾德作; 林書煒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約 28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04-2 (線上有
聲書(WAV)) NT$360 .-- ISBN 978-626335-105-9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普遍級

男妃在上. 上冊/兩百斤道長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51-5 (PDF)
普遍級

孟婆傳奇. 南葵篇/李莎著 .-- 初版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05-9 (EPUB)
普遍級

東方雲夢譚. 15/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34-3 (EPUB) NT$125 普
遍級

男妃在上. 上冊/兩百斤道長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52-2 (EPUB)
普遍級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 5, 超越
者、死神、自稱最弱/五示正司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844-1
(EPUB) 普遍級

東方雲夢譚. 16/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33-6 (EPUB) NT$125 普
遍級

私人間諜/張國立作 .-- 臺北市 : 鏡文
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45-1 (PDF) 普遍級
身為 VTuber 的我因為忘記關台而成
了傳說. 1/七斗七作; 蔚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391-3
(EPUB) 普遍級
身為女性向遊戲的女主角挑戰最強
生存劇. 1/春の日びより作; 黃品玟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42-8 (EPUB)
普遍級
身為魔王的我娶了奴隸精靈為妻,該
如何表白我的愛?/手島史詞作; 吳苾
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89226 (第 14 冊:平裝)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1/棺材裡的笑聲著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1-40-4 (EPUB)
NT$125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2/棺材裡的笑聲著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1-41-1 (EPUB)
NT$125 普遍級
邪門歪道系統. 3/棺材裡的笑聲著 .-新北市 : 河圖文化,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1-42-8 (EPUB)
NT$125 普遍級

店長,來一份戀愛!/語末妍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54-6 (PDF)
普遍級
怪奇捷運物語. 2, 神劍戲月/芙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27-3
(EPUB) 普遍級
拔劍就是真理/乘風御劍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ISBN 978-626-325-420-6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42-8 (第 7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443-5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44-2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45-9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東方雲夢譚. 14/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35-0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17/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32-9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18/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31-2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19/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30-5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2/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29-9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1/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1-93-3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20/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28-2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10/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1-94-0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21/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27-5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11/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1-95-7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22/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26-8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23/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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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7131-25-1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24/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24-4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25/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1-99-5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26/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1-98-8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27/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1-97-1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28/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1-96-4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29/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00-8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3/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01-5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30/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02-2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31/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03-9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32/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04-6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33/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05-3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34/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06-0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35/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07-7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36/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08-4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37/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09-1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38/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10-7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39/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11-4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4/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12-1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40/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13-8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41/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14-5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42/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15-2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43/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16-9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44/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17-6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45/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18-3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5/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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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7131-19-0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6/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20-6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7/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21-3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8/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22-0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東方雲夢譚. 9/羅森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23-7 (EPUB) NT$125 普
遍級
松鶴雲高/賴哲顯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賴哲顯, 11102 .-- 78 面; 30X42
公分 .-- ISBN 978-957-43-9876-8 (平裝)
普遍級
法師三定律. 5, 故事發生在舞台以外
的地方/笑獅拔劍著.繪 .-- 1 版 .-- 臺
北市 : 笑獅拔劍,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57-43-9857-7 (EPUB) 普遍
級
法師三定律. 6, 魔書館管理員的異樣
歷史課/笑獅拔劍著.繪 .-- 1 版 .-- 臺
北市 : 笑獅拔劍,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57-43-9871-3 (EPUB) 普遍
級
法師三定律. 7, 未審核寵物散步放飛
專員/笑獅拔劍著.繪 .-- 1 版 .-- 臺北
市 : 笑獅拔劍,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57-43-9870-6 (EPUB) 普遍
級
*玫瑰神劍. 第一冊/東方未明原著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29-7 (PDF) NT$300 普遍級
*玫瑰神劍. 第二冊/東方未明原著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30-3 (PDF) NT$300 普遍級
*玫瑰神劍. 第三冊/東方未明原著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31-0 (PDF) NT$300 普遍級

社恐粉絲的上位指南/蛇蠍點點作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38-7 (平裝)
限制級
*虎目天下. 第一冊/柴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72-2
(PDF) NT$300 普遍級
*虎目天下. 第二冊/柴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73-9
(PDF) NT$300 普遍級
*虎目天下. 第三冊/柴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74-6
(PDF) NT$300 普遍級
*虎嘯龍吟. 第一冊/朱貞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21-0
(PDF) NT$300 普遍級
*虎嘯龍吟. 第二冊/朱貞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64-7
(PDF) NT$300 普遍級
*虎嘯龍吟. 第三冊/朱貞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63-0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榜恩仇. 第一冊/劉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75-3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榜恩仇. 第二冊/劉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76-0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榜恩仇. 第三冊/劉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77-7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劍龍珠. 下冊/東方未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90-7
(PDF) NT$300 普遍級
*金劍龍珠. 上冊/東方未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70-9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骷髏. 第一冊/江南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01-3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骷髏. 第二冊/江南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33-4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龍二世. 第一冊/海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78-4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龍二世. 第二冊/海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79-1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龍二世. 第三冊/海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80-7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鞭女俠. 第一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81-4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鰲毒掌. 第二冊/高峰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51-8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鰲毒掌. 第三冊/高峰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52-5
(PDF) NT$300 普遍級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6/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1-392-0 (EPUB) 普遍
級
非法入境/梅格.蒙戴爾(Meg Mundell)
著; 清揚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
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31-0 (EPUB) 普遍級
勇者無犬子. 4/和ヶ原聡司作; 楊采
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93-7 (EPUB) 普遍級

*金鞭女俠. 第二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82-1
(PDF) NT$300 普遍級

星門/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416-9 (第 26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435-0 (第 27 冊:平
裝) 普遍級

*金鞭女俠. 第三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83-8
(PDF) NT$300 普遍級

紅線. 下/LazySheep 作; 烤鴨的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23-1
(PDF) 普遍級

*金鞭女俠. 第四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32-7
(PDF) NT$300 普遍級

紅線. 上/LazySheep 作; 烤鴨的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22-4
(PDF) 普遍級

*金魔鏡. 第一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71-6 (PDF)
NT$300 普遍級

約定: 案簿錄.浮生. 卷三/護玄作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19-642-6 (EPUB)
普遍級

*金魔鏡. 第二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91-4 (PDF)
NT$300 普遍級

胡來寵妾愛王妃/白薔薇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三絲文創,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837-3-8
(EPUB) NT$159 普遍級

*金魔鏡. 第三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92-1 (PDF)
NT$300 普遍級

*風雲旗. 下冊/霓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22-8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鰲毒掌. 第一冊/高峰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50-1
(PDF) NT$300 普遍級

*風雲旗. 上冊/霓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00-6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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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雷令. 第一冊/雲夢客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09-9
(PDF) NT$300 普遍級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41-7 (EPUB)
普遍級

市 : 奇幻基地,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4-28-0 (EPUB) 普遍
級

*風雷令. 第二冊/雲夢客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87-6
(PDF) NT$300 普遍級

原創星球 NOVEL STAR 2022: 寫作爭
霸戰史記/原創星球編輯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42-4 (PDF)
普遍級

神級偶像系統/天琴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56-0 (PDF) 普遍級

*風雷令. 第三冊/雲夢客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91-3
(PDF) NT$300 普遍級

家裡蹲吸血鬼公主的煩悶. 1/小林湖
底作; 楊佳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43-1 (EPUB) 普遍級

*飛雲馳月錄. 第一冊/白虹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56-3 (PDF) NT$300 普遍級

家裡蹲吸血鬼公主的煩悶. 1/小林湖
底作; 楊佳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44-8 (PDF) 普遍級

*飛雲馳月錄. 第二冊/白虹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57-0 (PDF) NT$300 普遍級

家養小仙女. 卷一/寂寞的化石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35-6
(EPUB) NT$140 普遍級

*飛雲馳月錄. 第三冊/白虹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58-7 (PDF) NT$300 普遍級

家養小仙女. 卷二/寂寞的化石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36-3
(EPUB) NT$140 普遍級

*飛燕震寰宇. 第一冊/斐紅生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72-3 (PDF) NT$300 普遍級

家養小仙女. 卷三/寂寞的化石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37-0
(EPUB) NT$140 普遍級

*飛燕震寰宇. 第二冊/斐紅生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93-8 (PDF) NT$300 普遍級

家養小仙女. 卷五/寂寞的化石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39-4
(EPUB) NT$140 普遍級

*飛燕震寰宇. 第三冊/斐紅生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94-5 (PDF) NT$300 普遍級

家養小仙女. 卷四/寂寞的化石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38-7
(EPUB) NT$140 普遍級

*飛龍震九州. 第一冊/雲鶴居士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20-3 (PDF) NT$300 普遍級

氣運之主/任我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421-3 (第 5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446-6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47-3 (第 7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448-0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49-7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50-3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飛龍震九州. 第二冊/雲鶴居士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62-3 (PDF) NT$300 普遍級
*飛龍震九州. 第三冊/雲鶴居士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52-4 (PDF) NT$300 普遍級
原創星球 NOVEL STAR 2022: 寫作爭
霸戰史記/原創星球編輯部作 .-- 初

海域王/野人 T.W.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05-40-5 (PDF) 普遍級
病 患 疑雲 / 絲汀娜. 福爾 摩 斯 (Steena
Holmes)著; 林立仁譯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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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級偶像系統/天琴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57-7 (EPUB) 普遍級
神術鍊金士. 6/帥呆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43-5 (EPUB) NT$125 普
遍級
神貓小咪與貓用品召喚師的異世界
奮鬥記/にゃんたろう作; 陳靖涵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29-5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秘劍風雲. 第一冊/紫雲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32-7
(PDF) NT$300 普遍級
*秘劍風雲. 第二冊/紫雲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33-4
(PDF) NT$300 普遍級
*秘劍風雲. 第三冊/紫雲原著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34-1
(PDF) NT$300 普遍級
*荒山劍影. 第一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27-2
(PDF) NT$300 普遍級
*荒山劍影. 第二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33-3
(PDF) NT$300 普遍級
*荒山劍影. 第三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49-4
(PDF) NT$300 普遍級
*草莽龍蛇. 第一冊/曉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03-7
(PDF) NT$300 普遍級
*草莽龍蛇. 第二冊/曉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25-9
(PDF) NT$300 普遍級

*草莽龍蛇. 第三冊/曉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20-4
(PDF) NT$300 普遍級
草莓印(01-04 套書)/不止是顆菜著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3 .-冊 .-- ISBN 978-986-506-369-6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記 憶 冰 封 之 處 / 莎 拉 . 皮 爾 斯 (Sarah
Pearse)著; 力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異,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630-4-2 (EPUB) NT$500 普遍級
*追魂書生. 第一冊/劉四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08-2
(PDF) NT$300 普遍級
*追魂書生. 第二冊/劉四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99-9
(PDF) NT$300 普遍級
*追魂書生. 第三冊/劉四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95-1
(PDF) NT$300 普遍級
*鬼谷. 第一冊/石心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012-9 (PDF)
NT$300 普遍級
*鬼谷. 第二冊/石心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035-8 (PDF)
NT$300 普遍級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47-9
(PDF) 普遍級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97-6
(PDF) NT$300 普遍級

問心仙緣/蒙面怪客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419-0 (第 11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441-1 (第 12 冊:平
裝) 普遍級

推倒勇者(♀)是成為魔王之必要條
件/D51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8931-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國中理化. 9/小平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38-1 (EPUB) NT$125 普遍級
崑崙天尊/怕辣的紅椒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ISBN 978-626-325-407-7 (第 1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08-4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09-1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10-7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常明醫院/今天下小雨著 .-- 初版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25-7-2 (EPUB)
普遍級
張馬丁的第八天/李銳著 .-- 二版 .-臺北市 : 麥田,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0-198-2 (PDF) 普遍級
御獸王/輕泉流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402-2 (第 19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403-9 (第 20 冊:平
裝) 普遍級
情婦交易/麗莉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05-5 (EPUB) 普遍級

*鬼谷. 第三冊/石心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034-1 (PDF)
NT$300 普遍級

*掃蕩群魔. 第一冊/蕭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73-0
(PDF) NT$300 普遍級

*鬼斧神弓. 下冊/王香琴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26-6
(PDF) NT$300 普遍級

*掃蕩群魔. 第二冊/蕭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95-2
(PDF) NT$300 普遍級

*鬼斧神弓. 上冊/王香琴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07-5
(PDF) NT$300 普遍級

*掃蕩群魔. 第三冊/蕭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96-9
(PDF) NT$300 普遍級

偵探已經,死了。. 4/二語十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46-2
(EPUB) 普遍級

*掃蕩群魔. 第五冊/蕭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98-3
(PDF) NT$300 普遍級

偵探已經,死了。. 4/二語十作; Ky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掃蕩群魔. 第四冊/蕭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127

甜味輕輕/秋陽作 .-- 宜蘭縣 : 北極之
光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121-5-7 (EPUB) NT$330 普
遍級
異世界藥局. 5/高山理図作; 呂郁青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26-7 (EPUB)
普遍級
眾神眷顧的男人/Roy 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21-9 (第 7 冊:
平裝) 普遍級
習禪點滴: 自性的體悟/邱秀雄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49-8
(PDF) NT$200 普遍級
逍遙小散仙. 24/迷男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45-9 (EPUB) 普遍級
都市無雙醫神/九頭蟲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3 .-- 冊 .-ISBN 978-626-311-621-4 (第 1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221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23-8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624-5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25-2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都是壁虎大仙惹的禍/林佩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43-85-3 (EPUB)
普遍級
野蠻情婦/瓅菁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09-3 (EPUB) 普遍級
最強魔法師的隱遁計畫/イズシロ作;
王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8923-3 (第 14 冊:平裝) 普遍級
堤亞穆帝國物語. 6: 從斷頭台開始,
公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餅月望作;
張凱鈞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67-1
(EPUB) 普遍級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03-6 (PDF) NT$300 普遍級

*寒天白帝劍. 第一冊/慕虹散人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18-0 (PDF) NT$300 普遍級

*無極狂魔. 第一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17-4
(PDF) NT$300 普遍級

*寒天白帝劍. 第二冊/慕虹散人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43-2 (PDF) NT$300 普遍級

*無極狂魔. 第二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29-7
(PDF) NT$300 普遍級

*寒天白帝劍. 第三冊/慕虹散人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46-3 (PDF) NT$300 普遍級

*無極狂魔. 第三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27-3
(PDF) NT$300 普遍級

尋 找 下 一 個 保 利 / 艾 莉 . 班 傑 敏 (Ali
Benjamin)著; 王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麥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47-2 (EPUB) 普遍級

盜天傳說/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417-6 (第 26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436-7 (第 2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37-4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38-1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39-8 (第 30 冊:平裝) 普遍級

就像現在這樣/羅泰柱作; 金斗葉繪;
莫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16-3 (EPUB) 普遍級
斑駁的青春/能雪悅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58-4 (PDF) 普遍級
斑駁的青春/能雪悅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59-1 (EPUB) 普遍級
渣男出沒中/花子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60-7 (PDF) 普遍級
渣男出沒中/花子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61-4 (EPUB) 普遍級
無情劍客/俞小明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俞小明,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834-8 (EPUB) NT$25 普遍
級
*無情寶劍有情天. 第一冊/萍飄生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76-1 (PDF) NT$300 普遍級
*無情寶劍有情天. 第二冊/萍飄生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02-9 (PDF) NT$300 普遍級
*無情寶劍有情天. 第三冊/萍飄生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程心程意. 下冊/Mommae 著; Min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64-5 (PDF)
普遍級
程心程意. 下冊/Mommae 著; Min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65-2
(EPUB) 普遍級
程心程意. 上冊/Mommae 著; Min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62-1 (PDF)
普遍級
程心程意. 上冊/Mommae 著; Min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63-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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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浪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48-2-7 (EPUB)
普遍級
等級 0 的魔王大人,在異世界展開冒
險者生活. 2, 要攻略不可思議的迷宮
看看嗎?/瑞智士記作; 陳靖涵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8926-4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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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與書: <<外科室>>的一心一意/野
村美月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52-3 (EPUB) 普遍級
結與書: <<外科室>>的一心一意/野
村美月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53-0 (PDF) 普遍級
結與書: <<最後一間書店>>的漫長
結局/野村美月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6-654-7 (EPUB) 普遍
級
結與書: <<最後一間書店>>的漫長
結局/野村美月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6-655-4 (PDF) 普遍級
絕世家族/傲無常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411-4 (第 12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412-1 (第 1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13-8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14-5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絕門掌. 第一冊/慕虹散人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38-9 (PDF) NT$300 普遍級
*絕門掌. 第二冊/慕虹散人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39-6 (PDF) NT$300 普遍級
*絕門掌. 第三冊/慕虹散人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40-2 (PDF) NT$300 普遍級
*紫府劫. 第一冊/東方亮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74-7
(PDF) NT$300 普遍級
*紫府劫. 第二冊/東方亮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99-0
(PDF) NT$300 普遍級
*紫府劫. 第三冊/東方亮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00-5
(PDF) NT$300 普遍級
超武醫神/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433-6 (第 41
冊:平裝) 普遍級
*雄風萬里. 下冊/摩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59-3
(PDF) NT$300 普遍級
*雄風萬里. 上冊/摩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16-6
(PDF) NT$300 普遍級
黃金召喚師/醉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415-2 (第 28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434-3 (第 29 冊:平
裝) 普遍級
*黃旗藍衫. 下冊/龍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42-5 (PDF)
NT$300 普遍級
*黃旗藍衫. 上冊/龍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30-2 (PDF)
NT$300 普遍級
*黑風旗. 第一冊/司徒嬿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51-8
(PDF) NT$300 普遍級
*黑風旗. 第二冊/司徒嬿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50-1
(PDF) NT$300 普遍級
*黑風旗. 第三冊/司徒嬿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49-5
(PDF) NT$300 普遍級
*黑掌. 下冊/馮嘯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2-98-2 (PDF)
NT$300 普遍級
*黑掌. 上冊/馮嘯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2-89-0 (PDF)
NT$300 普遍級
徬徨之刃/東野圭吾著; 劉珮瑄譯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863-5 (PDF)
NT$294 普遍級
極道之主/烽仙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404-6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05-3 (第 14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406-0 (第 15 冊:平
裝) 普遍級
*萬劫魔宮. 下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64-8
(PDF) NT$300 普遍級
*萬劫魔宮. 上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62-4
(PDF) NT$300 普遍級
*萬劫魔宮. 中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63-1
(PDF) NT$300 普遍級
萬族之劫/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ISBN 978-626-325-392-6 (第 9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393-3 (第 9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394-0
(第 95 冊:平裝) 普遍級
經典成長小說套書: <<布魯克林有棵
樹(出版 75 週年紀念版)>>、<<鹿苑
長春(普立茲小說獎,傳頌超過 80 年
經 典 全 譯 本 )>>/ 貝 蒂 . 史 密 斯 (Betty
Smith), 瑪喬莉.金南.勞林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著; 方柏林, 周沛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45-268 (全套:平裝) NT$790 普遍級
聖華倫泰之城/李靡靡著 .-- 台北市 :
福女合作社,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957-43-9816-4 (EPUB) 普遍
級
落難總裁/莫辰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06-2 (EPUB) 普遍級
*葡萄美酒夜光杯. 第一冊/齊東野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23-4 (PDF) NT$300 普遍級
*葡萄美酒夜光杯. 第二冊/齊東野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39-5 (PDF) NT$300 普遍級
*葡萄美酒夜光杯. 第三冊/齊東野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35-7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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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秘之主/愛潛水的烏賊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3 .-- 冊 .-ISBN 978-626-311-626-9 (第 6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11-627-6 (第
7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311-628-3 (第 8 冊:平裝) NT$250 普遍
級
道行天下/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5-400-8 (第 19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401-5 (第 20 冊:平
裝) 普遍級
遇見海人: 海人國故事. I/王慶復著 .- 再版 .-- 臺北市 : 王慶復,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43-9855-3
(EPUB) 普遍級
*雷神傳. 第一冊/冷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90-6 (PDF)
NT$300 普遍級
*雷神傳. 第二冊/冷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96-8 (PDF)
NT$300 普遍級
*雷神傳. 第三冊/冷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94-4 (PDF)
NT$300 普遍級
*奪魂神劍. 下冊/單于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01-2
(PDF) NT$300 普遍級
*奪魂神劍. 上冊/單于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75-4
(PDF) NT$300 普遍級
瘋狂廚房. 2/荻原数馬作;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98-2
(EPUB) 普遍級
*碧血風雨寒. 第一冊/海天釣叟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77-8 (PDF) NT$300 普遍級
*碧血風雨寒. 第二冊/海天釣叟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04-3 (PDF) NT$300 普遍級
*碧血風雨寒. 第三冊/海天釣叟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05-0 (PDF) NT$300 普遍級
*碧血風雨寒. 第四冊/海天釣叟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06-7 (PDF) NT$300 普遍級
種樹的男人= L'homme qui plantait des
arbres/讓.紀沃諾(Jean Giono)作; 邱瑞
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3 .-- 約 5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02-8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99 普遍級
賓客名單/露西.佛利(Lucy Foley)著;
郭庭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
際,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366-5 (EPUB) 普遍級
*銀河古鼎. 第一冊/曉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02-0
(PDF) NT$300 普遍級
*銀河古鼎. 第二冊/曉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38-9
(PDF) NT$300 普遍級
*銀河古鼎. 第三冊/曉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37-2
(PDF) NT$300 普遍級
*銀鉤玉馬. 第一冊/君萍生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53-2 (PDF) NT$300 普遍級
*銀鉤玉馬. 第二冊/君萍生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54-9 (PDF) NT$300 普遍級
*銀鉤玉馬. 第三冊/君萍生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55-6 (PDF) NT$300 普遍級
魂穿之忠犬男友/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56-8 (EPUB)
普遍級
魂穿之忠犬男友/安祖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57-5 (PDF)
普遍級
劇場版小說 咒術迴戰. 0/北國ばらっ
ど, 芥見下々, 瀬古浩司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8932-5 (平
裝) 普遍級
*劍王之王. 第一冊/羽青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26-5
(PDF) NT$300 普遍級

樓上的好人/陳思宏作; 曾紫庭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2 .-- 約 64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43-7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熟悉的陌生人/梓云著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07-9 (EPUB) 普遍級

*劍王之王. 第二冊/羽青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37-1
(PDF) NT$300 普遍級

豬肝記得煮熟再吃. 4/逆井卓馬作;
一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99-9 (EPUB) 普遍級

*劍王之王. 第三冊/羽青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56-2
(PDF) NT$300 普遍級

靠著魔法藥水在異世界活下
去!/FUNA 作; 王昱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8927-1 (第 6 冊:平裝) 普遍
級

*劍王之王. 第四冊/羽青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51-7
(PDF) NT$300 普遍級
*劍王鞭后. 下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41-9
(PDF) NT$300 普遍級
*劍王鞭后. 上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15-0
(PDF) NT$300 普遍級
劍仙在此/亂世狂刀 01 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432-9 (第
79 冊:平裝) 普遍級
*劍魔傳. 第一冊/雲海居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22-7
(PDF) NT$300 普遍級
*劍魔傳. 第二冊/雲海居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44-9
(PDF) NT$300 普遍級

憶基隆: 一整個童年的雨/羅智強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強, 11104 .-- 15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86-97235-89 (精裝) 普遍級
*獨劍蕩江湖. 第一冊/陳中平原著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26-6 (PDF) NT$300 普遍級
*獨劍蕩江湖. 第二冊/陳中平原著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27-3 (PDF) NT$300 普遍級
*獨劍蕩江湖. 第三冊/陳中平原著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28-0 (PDF) NT$300 普遍級
親愛的小祖宗/菲比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35-758-2 (EPUB) 普遍
級
親愛的小祖宗/菲比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35-759-9 (PDF) 普遍級

*劍魔傳. 第三冊/雲海居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58-6
(PDF) NT$300 普遍級

親愛的小熊先生/DEAR 作 .-- 初版 .-臺北市 : 春光,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43-84-6 (EPUB) 普遍
級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3/裕夢作;
何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27-4
(EPUB) 普遍級

*鋼掌震天下. 第一冊/鍾南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31-9
(PDF) NT$300 普遍級

敵人與我/武小萍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05-46-7 (PDF) 普遍級

*鋼掌震天下. 第二冊/鍾南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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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55-5
(PDF) NT$300 普遍級
*鋼掌震天下. 第三冊/鍾南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47-0
(PDF) NT$300 普遍級
龍王的工作!. 14/白鳥士郎作; 林佳祥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28-1 (EPUB)
普遍級
*龍鳳靈環. 下冊/君萍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47-1
(PDF) NT$300 普遍級
*龍鳳靈環. 上冊/君萍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48-8
(PDF) NT$300 普遍級
隱藏的女孩/劉宇昆(Ken Liu)著; 歸也
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
傳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1-17-6 (PDF) 普遍級
*霞光劍影. 第一冊/念痴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78-5
(PDF) NT$300 普遍級
*霞光劍影. 第二冊/念痴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07-4
(PDF) NT$300 普遍級
*霞光劍影. 第三冊/念痴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08-1
(PDF) NT$300 普遍級
*霞光劍影. 第四冊/念痴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09-8
(PDF) NT$300 普遍級
*斷劍飄香不了情. 第一冊/金縷梅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15-9 (PDF) NT$300 普遍級
*斷劍飄香不了情. 第二冊/金縷梅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60-9 (PDF) NT$300 普遍級
織田信奈的野望(全國版). 17/春日み
かげ作; shaunte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68-8 (EPUB) 普遍級

*藏龍傳. 第一冊/文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17-3 (PDF)
NT$300 普遍級

醫道通天/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440-4 (第 9 冊:平
裝) 普遍級

*藏龍傳. 第二冊/文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48-7 (PDF)
NT$300 普遍級

*雙面人. 第一冊/文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06-8 (PDF)
NT$300 普遍級

*藏龍傳. 第三冊/文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57-9 (PDF)
NT$300 普遍級

*雙面人. 第二冊/文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31-0 (PDF)
NT$300 普遍級

*藍衫銀劍. 第一冊/玉翎燕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41-9 (PDF) NT$300 普遍級

*雙面人. 第三冊/文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30-3 (PDF)
NT$300 普遍級

*藍衫銀劍. 第二冊/玉翎燕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42-6 (PDF) NT$300 普遍級

雙面總裁惹不起/可樂著 .-- 初版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60-5 (EPUB)
普遍級

*藍衫銀劍. 第三冊/玉翎燕原著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43-3 (PDF) NT$300 普遍級

雙面總裁惹不起/可樂著 .-- 初版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61-2 (PDF)
普遍級

轉生就是劍. 4/棚架ユウ作;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00-2
(EPUB) 普遍級

鏡淵/情痴小和尚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4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5-418-3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轉生魔王茱麗葉/久慈マサムネ作;
何宜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8928-8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關西刀客傳. 第一冊/牟松庭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79-2 (PDF) NT$300 普遍級

轉學後班上的清純可愛美少女,竟是
小時候玩在一起的哥兒們. 2/雲雀湯
作; 林孟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01-9 (EPUB) 普遍級

*關西刀客傳. 第二冊/牟松庭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10-4 (PDF) NT$300 普遍級

醫世神妃/元寶兒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信昌,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107-15-7 (第 1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16-4 (第 2 卷:平
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171 (第 3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18-8 (第 4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19-5 (第 5 卷:平
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201 (第 6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21-8 (第 7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22-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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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刀客傳. 第三冊/牟松庭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11-1 (PDF) NT$300 普遍級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16/
伏瀬作; 楊惠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02-6 (EPUB) 普遍級
關於能看見好感度後,發現女主角的
數值已達滿分這件事. 1/小牧亮介作;
林憲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829-8
(EPUB) 普遍級

難得拿到外掛轉生至異世界,就想要
隨心所欲過生活. 1/ムンムン作; 林
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895-3
(EPUB) 普遍級
懸案密碼套書(1～8 集)/猶希.阿德勒.
歐爾森著; 廖素珊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奇幻基地,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4-29-7 (EPUB) 普遍
級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13-5
(PDF) NT$300 普遍級
*靈屍怪影. 第三冊/金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14-2
(PDF) NT$300 普遍級
囧裁系列. 1, 總裁不要來/ami 亞海
著 .-- 新 北 市 : 41% 海 風 的 甜 度 ,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787-7 (EPUB) 普遍級

*鐵劍柔情. 下冊/霓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12-8
(PDF) NT$300 普遍級

緋彈的亞莉亞. 35/赤松中學作; 陳梵
帆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56-1 (EPUB) 普遍級

*鐵劍柔情. 上冊/霓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80-8
(PDF) NT$300 普遍級

緋彈的亞莉亞. 35/赤松中學作; 陳梵
帆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57-8 (PDF) 普遍級

魔女之旅. 16/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70-1 (EPUB)
普遍級

*鵰劍鎮武林. 第一冊/易樵生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88-3 (PDF) NT$300 普遍級

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史上最強的魔
王始祖,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7/秋
作; 薛智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03-3 (EPUB) 普遍級

*鵰劍鎮武林. 第二冊/易樵生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93-7 (PDF) NT$300 普遍級

歡迎光臨夢境百貨. 2: 找回不再做夢
的人/李美芮(이미예)著; 林芳如譯 .-臺北市 : 寂寞,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323-7-7 (EPUB) 普遍
級
聽雪譜. 15/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39-8 (EPUB) NT$125 普遍級
*驚魂泣血. 下冊/寒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45-6 (PDF)
NT$300 普遍級
*驚魂泣血. 上冊/寒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29-6 (PDF)
NT$300 普遍級
*靈屍怪影. 第一冊/金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2-81-5
(PDF) NT$300 普遍級
*靈屍怪影. 第二冊/金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鵰劍鎮武林. 第三冊/易樵生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92-0 (PDF) NT$300 普遍級
*鵰劍鎮武林. 第四冊/易樵生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2-97-5 (PDF) NT$300 普遍級
*皇帝的獨生女. 5/YUNSUL 作; [蔡宛
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87-374-3 (PDF) 普遍級
勇敢船長/拉雅德.吉卜林原著; 姜恩
妮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62-1 (EPUB) 普遍級
九命少女/莎拉.威利(Sarah Wylie)著;
郭寶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
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44-4-7 (EPUB) 普遍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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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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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593-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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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尖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594-6 (PDF) 普遍級
<<靜心的優雅節奏>>有聲書. 第 3 輯
/王怡仁主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
文化, 11103 .-- 約 570 分面; 公分 .-ISBN 978-986-0707-57-1 (線上有聲書
(MP3)) 普遍級
(行銷人必備套書)讀懂數據、善用
數據一次搞定: <<解讀數據的技術
>>+<< 使 用 數 據 的 技 術 >>/ 車 賢 那
(차현나)著; 蔡佩君, 郭佳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3 .-冊 .-- ISBN 978-626-7079-15-7 (全套: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圖解)波段、當沖、美股三贏!日本
股神的線圖獲利法/相場師朗著; 葉
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60-0 (PDF) 普遍級
(圖解)波段、當沖、美股三贏!日本
股神的線圖獲利法/相場師朗著; 葉
廷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61-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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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09-2 (EPUB) 普遍級
0050+ 台 股 基 金 超 額 獲 利 很 簡 單 !:
「鈔錢部署」新概念,存股不如存台
股基金!/盧燕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26-3 (PDF) 普遍級
0050+ 台 股 基 金 超 額 獲 利 很 簡 單 !:
「鈔錢部署」新概念,存股不如存台
股基金!/盧燕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27-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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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131-1 (EPUB)
普遍級
*10 堂鋼琴課必備樂理(秘笈本)(中英
對照)= Essential music theory for piano
lessons(lesson book)/ 蔡佩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樂韻, 11102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161-96-3 (平
裝) 普遍級
*10 堂鋼琴課必備樂理(練習本)(中英
對照)= Essential music theory for piano
lessons(workbook)/蔡佩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韻, 11102 .-- 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986-99-5 (平裝)
普遍級
120 公分的愛/陳攸華, 李文茹合著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90-2-0 (EPUB)
普遍級
135 均線技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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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4-89-6 (PDF) 普遍級
1 年減 14 公斤內臟脂肪的燃脂飲食
法: 用蛋白質脂質飲食重啟燃脂機制,
打造怎麼吃都瘦的好體質/水野雅登
作; 蔡麗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
好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23-7 (PDF) 普遍級
1 年減 14 公斤內臟脂肪的燃脂飲食
法: 用蛋白質脂質飲食重啟燃脂機制,
打造怎麼吃都瘦的好體質/水野雅登
作; 蔡麗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
好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24-4 (EPUB) 普遍級
24 Preludes for piano/Philip Marti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斐亞文化藝術,
11103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433-6-9 (平裝) 普遍級
26 堂致富心態校準課: 世界富豪導師
DAN LOK 駱鋒的「老子有錢」哲學
/駱鋒(DAN LOK)著; 辛亞蓓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15-6 (PDF)
普遍級
26 堂致富心態校準課: 世界富豪導師
DAN LOK 駱鋒的「老子有錢」哲學
/駱鋒(DAN LOK)著; 辛亞蓓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2-16-3
(EPUB) 普遍級

3 年賺千萬的技術: 有錢人教你「通
往財富自由的關鍵原理與實踐方
法」,高效累積被動收入,翻轉薪貧人
生!/宋熹昶著; 葛瑞絲譯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01-8-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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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
市 : 本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4-06-0 (EPUB) NT$406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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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176-2 (EPUB) 普遍級

11103 .-- 15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97974-5-0 (平裝) 普遍級
ASP.NET Core 打造軟體積木和應用
系統/陳明山, 江通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4-118-3 (PDF) NT$400
普遍級
AutoCAD 2022 電腦繪圖與絕佳設計
表現: 室內設計基礎/邱聰倚, 姚家琦,
劉庭佑, 林玉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15-2 (PDF) NT$580 普遍
級
Beauty and the beast/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104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9686-532 (平裝) 普遍級

90 天 900 萬: 寫給迷途交易者的速度
盤獲利心法(10 週年經典增訂版)/林
昭賢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31-2 (EPUB) 普遍級

Blessings of Elim: a physician's journey
of faith and supernatural ministry/ChunSheng Tien .-- 臺 南 市 : 田 春 生 ,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84-3 (平裝) 普遍級

90 天 900 萬: 寫給迷途交易者的速度
盤獲利心法(10 週年經典增訂版)/林
昭賢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32-9 (PDF) 普遍級

Business
English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2/林嘉欣
編 著 .-- 臺 北 市 : 智 擎 數 位 科 技 ,
11104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538-6-6 (平裝) 普遍級

A brief history of art in Taiwan/authors
Hsiao Chong-Ray .-- First Edition .-- 臺
中市 : 臺灣美術館, 11102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558-9 (平
裝) NT$652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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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桓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04-2-2 (PDF)
普遍級

Afterwards/Richard Hill Davis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2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297-1 (平裝) 普遍級
Angel: 希兒寫真書/希兒文字; 藍陳福
堂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1-383-8 (平裝) 普遍級
Angel: 希兒寫真書/希兒文字; 藍陳福
堂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05-7 (EPUB) 普遍級
ART TAINAN 台南藝術博覽會. 2022/
游文玫, 賀嘉潔, 曾晟愿, 林慧美, 謝
丞凱, 洪千雅, 莊世豪, 馮家誼, 李國
梅, 王亞寧, 陳怡潔, 施建伍, 陳怡文,
王薇雅, 陳妍蓓, 張瑄方, 陳亭邑, 廖
晨 筠 編 輯 .-- 臺 北 市 : 畫 廊 協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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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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桓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04-3-9 (EPUB)
普遍級
Create your school of magic: young
children/written
by
Jean-Jacques
Gabriel .-- 臺中市 : 華祈寧, 11104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785-3 (平裝) 普遍級
Discarded/created by Bonnye Su .-- 臺北
市 : 形而設計工作室, 11103 .-- 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5792-0-4 (平
裝) 普遍級

Dung
Shiang
Mau:
language
games/written by Chia-Yi Li .-- 初版 .-臺北市 : 文鶴, 11104 .-- 56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147-974-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國際學術研討會專書. 第一屆: 2021
亞洲西語研究的挑戰/林震宇編著 .-高雄市 : 文藻外語大學出版中心,
11106 .-- 2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6585-62-3 (平裝) 普遍級

el tao de la poesía: teoría de la
experiencia poética/Rachid Lamarti .-segunda edición .-- 臺中市 : 佳台書店,
11103 .-- 20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5598-1-7 (平裝) 普遍級

IMO 初級航海英語會話/王鳳敏作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46-1 (PDF)
普遍級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gital age/Li-Tang Yu .-- first edition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2-99-5 (平
裝) 普遍級
Everyday conversations/Beryl Wu 作 .-初版 .-- 臺中市 : 吳易陵, 11103 .-- 72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57-43-98478 (平裝) NT$850 普遍級
Famous art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ug addiction special exhibition/author
Jung Shihn, Yang .-- 臺中市 : 自然科
學博物館,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6-34-1 (EPUB) 普遍級
Get on up/Matthew Read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2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294-0 (平裝) 普遍級
GHOST GIRL 幽靈少女. 1/紗池晃久
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533-1 (EPUB) 普遍級
Glossika 英式英文 vs 美式英文: 從單
字、文法到日常慣用語,帶你認識美
式和英式英文的差異/Hsien-chi Lin 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語研發科技
有限公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342-2-8 (PDF) 普遍級
Go anywhere/Yuchi Wa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2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292-6 (平裝) 普遍級
Hit and run/Michael McCollister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2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291-9 (平裝) 普遍級
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safíos del
Español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CIDEWEN) : Primeros retos del español
en Asia=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inappropriate/人良土兀, Green 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6-696-7 (精
裝) 限制級
Inn trouble/Richard Hill Davis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2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298-8 (平裝) 普遍級
Innovation in theory and praxis: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eaching/edited
by Hsien-Chin Liou .-- 臺中市 : 逢甲外
語系, 11102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843-70-0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INPUT VIỆT 越南知識+: 越南語實用
會話 A1 下/ISAYTEC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3395-9-9 (PDF) 普遍級
INPUT VIỆT 越南知識+: 越南語實用
會話 A1 下/ISAYTEC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1-0-8 (EPUB) 普遍級
Instagram 社群電商實戰力: 這樣做超
加分!頂尖銷售員私藏的 48 個致勝心
法/艸谷真由著; 許郁文譯 .-- 初版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57-32-9471-9 (EPUB) 普遍
級
Joy 微小的喜悅/凱子包作 .-- 初版 .-臺北市 : 凱子包, 11103 .-- 8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57-43-9827-0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Jumping line: Aa-Mm/author Ryan
Campbell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
中美語文教, 11102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5-72-2 (平裝) 普遍
級
Jumping line: Nn-Zz/author Guy
Redmer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
美語文教, 11102 .-- 52 面; 26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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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5595-73-9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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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路與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3-09-5 (EPUB) 普遍級
Le Baroque éternel: incarnations d'une
sensibilité= 永恆巴洛克: 一種感受性
的 多 種 具 現 / 舒 卡 夏 (Katarzyna
Stachura)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
數位圖書, 11102 .-- 4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5-84-7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Letters & I: Aa-Mm/authors James
Culpepper, Kirsty Webeck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2 .-- 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70-8 (平裝)
普遍級
Letters & I: Nn-Zz/authors James
Culpepper, Kirsty Webeck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2 .-- 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595-71-5 (平裝)
普遍級
Little red riding hood/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104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9686-51-8 (平裝) 普遍級
Matplotlib 2D 到 3D 資料視覺化王者
歸來/洪錦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76-96-6 (PDF) 普遍級
Mess Tin 煮飯神器野炊料理/戶外煮
飯神器愛好會著; 洪薇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772-3 (EPUB)
普遍級
Mess Tin 煮飯神器野炊料理/戶外煮
飯神器愛好會著; 洪薇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773-0 (PDF)
普遍級
Mess Tin 煮飯神器露營料理/戶外煮
飯神器愛好會著; 洪薇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774-7 (EPUB)
普遍級
Mess Tin 煮飯神器露營料理/戶外煮
飯神器愛好會著; 洪薇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776-1 (PDF)
普遍級
My family & I/author James Culpepper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
教, 11102 .-- 5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5-74-6 (平裝) 普遍級
My friends & I/author Ryan Campbell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2 .-- 5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5-77-7 (平裝) 普遍級
My town & I/author Ryan Campbell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3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5-76-0 (平裝) 普遍級
NFT 大未來: 理解非同質化貨幣的第
一本書!概念、應用、交易與製作的
全方位指南/成素羅(성소라), 羅夫.胡
佛 (Rolf Hoefer), 史 考 特 . 麥 勞 克 林
(Scott McLaughlin)著; 黃菀婷, 李于珊,
宋佩芬, 顏崇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374-0 (EPUB) 普遍級
NFT 狂潮: 進入元宇宙最關鍵的入口,
擁抱千億商機的數位經濟革命/麥特.
福特諾(Matt Fortnow), 屈哈里森.泰瑞
(QuHarrison Terry)著; 許可欣, 張明心,
李立心, 楊雅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194-6 (EPUB) 普遍級
NLP 保險銷售寶典/徐承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04-2
(EPUB) 普遍級
On the night shift/Michael Mccollister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臺灣 東 華 ,
11102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2-95-7 (平裝) 普遍級
One busy Sunday/Shane Donald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2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293-3 (平裝) 普遍級
Phonics for you and me. book 7/editorial
director Karen Huang .-- first edition .-新北市 : 賴世雄智網文教, 11104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0551-3 (平裝) 普遍級
Picture this/Richard Hill Davis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2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2296-4 (平裝) 普遍級

Python 程式設計: 從入門到進階應用
/黃建庭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089-2 (PDF) 普遍級
Python 實戰聖經: 用簡單強大的模組
套件完成最強應用/文淵閣工作室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16-9 (PDF) NT$580 普遍級
Say it sweetly: young children/written by
Jean-Jacques Gabriel .-- 臺中市 : 華祈
寧, 11104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796-9 (平裝) 普遍級
School & I/author Ryan Campbell .-- 2nd
edition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2 .-- 5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5-75-3 (平裝) 普遍級
*Short-term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operation system for EFL student teacher
training in Taiwan/author Lim Ha
CHAN .-- 高雄市 : 陳念霞, 11103 .-1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789-1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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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25-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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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26-1
(EPUB) 普遍級
Teaching the blessings of joy: young
children/written
by
Jean-Jacques
Gabriel .-- 臺中市 : 華祈寧, 11104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786-0 (平裝) 普遍級

The little prince(彩圖版)(寂天雲隨身
聽 APP 版)/Antoine Saint-Exupery 著 .- first edition second printing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103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0-112-1 (25K 平裝)
普遍級
The ugly duckling/ .-- second edition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104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9686-563 (平裝) 普遍級
The wolf and the seven little kids/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104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968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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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6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86-06925-5-6 (精裝)
NT$368 普遍級
「 三言」「 二拍」的 世界 / 陳永正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67-4 (EPUB) NT$320 普遍級
一人業務的最強集客術: 一人公司、
一人業務,或老闆沒給預算的一人行
銷必讀寶典,四步驟讓「潛在顧客」
想買時第一個找你。/今井孝著; 林
信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13-3 (PDF) 普遍級
一人業務的最強集客術: 一人公司、
一人業務,或老闆沒給預算的一人行
銷必讀寶典,四步驟讓「潛在顧客」
想買時第一個找你。/今井孝著; 林
信帆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14-0 (EPUB) 普遍級

The boy who cried wolf/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104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9686-54-9 (平裝) 普遍級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
羅尼經、犍陀國王經(合訂本)/ .-- 臺
中市 : 法藏文化, 11103 .-- 3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152-5-7 (平裝)
普遍級

The elements of writing essays/張國峰
編 著 .-- 臺 北 市 : 智 擎 數 位 科 技 ,
11103 .-- 183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538-7-3 (平裝) 普遍級

一手好牌: 組織與人力策略年度規劃
/ 徐躍之作 .-- 臺北市 : 基因色彩 ,
11103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8224-8-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The gingerbread man/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東西圖書, 11104 .- 3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579686-52-5 (平裝) 普遍級

一日一頁圖解生活科學: 從 7 大主題
認識 365 個基礎知識的科學素養課/
千葉和義監修; 林詠純譯 .-- 初版 .-臺北市 : 墨刻, 11102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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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289-698-3 (EPUB) 普遍
級
一本書讀懂中國傳統文化/劉元著 .-第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17-3
(EPUB) NT$420 普遍級
一本書讀懂國學/曾愛仕著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12-8 (EPUB)
NT$450 普遍級
一行指令學 Python: 用 Pandas 掌握商
務大數據分析/徐聖訓著 .-- 二版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8-097-7 (PDF)
普遍級
一行禪師談生命真正的快樂: 金錢與
權力能帶給你什麼?/一行禪師作; 姚
怡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38-7-5 (EPUB) 普遍級
一念之間: 戴立寧的感慨和諫言/戴
立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戴立寧,
11103 .-- 3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65-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一花一天堂 Ooi Choon Liang 畫冊/Ooi
Choon Lia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599-1 (EPUB) 普遍級
一花一天堂 Ooi Choon Liang 畫冊/Ooi
Choon Lia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600-4 (PDF) 普遍級
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尤迦南達
(Paramhansa Yogananda) 著 ; 劉 粹 倫
譯 .-- 四版 .-- 臺北市 : 紅桌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04-5-4 (EPUB) 普遍級
七重山/多瑪斯.牟敦(Thoman Merton)
著; 方光珞, 鄭至麗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啟示,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77-8-4 (EPUB) 普遍級
九成網站分析的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Google Analytics 4 與商戰分析的 101
個 Q&A/吳政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傑析極佳管理顧問,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32-1-0 (PDF)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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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230-0 (PDF)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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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231-7 (EPUB)
NT$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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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50-425-1
(EPUB) 普遍級
人 力資源管 理與薪酬 管理 / 熊漢琳
著 .-- 初版 .-- 苗栗縣 : 臺灣國際專業
認證學會, 11102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96-7-8 ( 平 裝 )
NT$295 普遍級
人文草木: 16 種植物的起源、馴化與
崇拜/蘇生文, 趙爽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62-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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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32-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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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169-4
(EPUB) 普遍級
上帝與我: 神人之間= God and me/馬
克.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典時刻多
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87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847-03 (平裝) 普遍級
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東坡的詩詞與人
生/史良昭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65-0 (EPUB) NT$320 普遍級
千萬別養出個媽寶/劉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23-444-9 (EPUB)
普遍級
千嬌百態玫瑰花攝影集(No.2)/郭王
寶梅, 郭英雄合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郭英雄, 11103 .-- 11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859-1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土木普考一本通/黃偉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623-2 (PDF) 普遍級

人生偶爾迷路,但絕沒有白走的路/何
則文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國語日
報,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51-890-3 (EPUB) NT$300 普遍級

土地登記: 法規與實務/陳銘福著 .-十七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92-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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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0-215-9 (EPUB)
普遍級

大山北月有限公司: SAP ERP 導入結
案報告/楊文婷, 朱建樺, 王峙景, 楊庭
睿, 戴禾雅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6-6-6 (PDF)
普遍級

八十以後/潘敦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松蔭藝術, 11102 .-- 15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06471-1-2 (精裝)
普遍級
八十還年輕= Still young at eighty/黃瑞
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陸書店,
11101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98-33-3 (平裝) 普遍級
三十而立 世代同行: 新竹靈糧堂 30
週年感恩特刊/湯繡禧主編 .-- 初版 .- 新竹縣 : 基督教會新竹靈糧堂,
11103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8137-1-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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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練功: 薩克斯風日課練習/吳
嘉佳編著 .-- 新北市 : 双燕文化基金
會, 11103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659-4-5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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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9-90-6
(EPUB) 普遍級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湯錦台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5-33-6
(EPUB) 普遍級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42-2 (PDF) 普遍級

大晶木業公司: SAP ERP 導入結案報
告/應佳萱, 余昀晏, 黃修邦, 沈佩芝,
陳韻涵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
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46-5-9 (PDF)
普遍級

女力綻放: 改變的力量,因愛而來!/陳
珮雯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6-07-6 (EPUB) NT$350 普遍級

大概是時間在煮我吧/張西作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957-658-774-0 (EPUB) 普遍
級
大數據時代超吸睛視覺化工具與技
術: Tableau 打造 30 個經典數據圖表/
彭其捷, 陳克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40-5 (PDF) NT$660 普遍
級
大數據時代超吸睛視覺化工具與技
術: Tableau 打造 30 個經典數據圖表/
彭其捷, 陳克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41-2 (EPUB) NT$660 普
遍級
大數據與統計學應用/陳月香著 .-- 初
版 .-- 苗栗縣 : 臺灣國際專業認證學
會, 11102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96-3-0 (平裝) NT$290 普
遍級
大寶積經. 卷第九十八, 妙慧童女會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臺中市 : 法藏文化, 11103 .-- 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152-6-4 (平裝)
普遍級
女人,你該好好愛自己: 透過勇敢的
自我關懷,活出有力量的豐盛人生/克
莉絲汀.聶夫(Kristin Neff)著; 陳依萍,
馬良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463-4 (EPUB) 普遍級
女人四十,該捨棄與該開始的: 擁抱
妳的隨心所欲,今天也要問候自己過
得好不好/鄭教暎(정교영)著; 簡郁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41-5 (EPUB) 普遍級

小耳朵: 神奇時光機/小石強納森, 湯
婷婷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
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59-9-4 (PDF) 普遍級
小敘事/皓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44-8 (EPUB) 普遍級
小敘事/皓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45-5 (PDF) 普遍級
小熊媽經典英語繪本 101+/小熊媽
(張美蘭)著; NIC(徐世賢)繪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192-8
(EPUB) 普遍級
小說家的休日時光/三島由紀夫著;
吳季倫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
羅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7-83-4 (EPUB) NT$266 普
遍級
小說家的旅行/三島由紀夫著; 吳季
倫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7-84-1 (EPUB) NT$266 普遍級
山丘上的修道院: 科比意的最後風景
(10 周年傳奇復刻版)/范毅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53-3 (PDF)
普遍級
山丘上的修道院: 科比意的最後風景
(10 周年傳奇復刻版)/范毅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054-0
(EPUB) 普遍級
山育兒: 山林中我與孩子最親密的時
刻/洪毓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58-8 (PDF) 普遍級

女人四十,該捨棄與該開始的: 擁抱
妳的隨心所欲,今天也要問候自己過

山育兒: 山林中我與孩子最親密的時
刻/洪毓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59-5 (EPUB) 普遍級

得好不好/鄭教暎(정교영)著; 簡郁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SAP ERP 導
入結案報告/盧兆威, 黃芷鈴, 何宜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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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羚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
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46-4-2 (PDF)
普遍級
不只是工程師才要懂的 App 資訊安
全: 取得資安檢測合格證書血淚史/
楊士逸(羊小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42-9 (PDF) NT$600 普遍
級
不只是工程師才要懂的 App 資訊安
全: 取得資安檢測合格證書血淚史/
楊士逸(羊小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43-6 (EPUB) NT$600 普
遍級
不生氣不受傷的情緒管理練習課/戴
晨志作.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102 .-- 約 40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00-2 (線上有聲書(MP3))
NT$7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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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堡壘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2-11-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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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堡壘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2-12-5 (EPUB) 普遍
級
不完美關係,與更好的我自己/何妤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禾文化工作
室,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593-3-7 (EPUB) NT$200 普遍級
不空和尚碑/嚴郢著; 徐浩書 .-- 二
版 .-- 臺北市 : 世界, 11102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06-0657-7 (線
裝) NT$450 普遍級
不要害怕: 面對恐懼= Fear not/馬克.
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典時刻多語
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87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847-2-7 (平裝)
普遍級
不敗學習力: 學霸都在用的 10 大聰
明讀書法/劉軒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471-1 (EPUB)
NT$380 普遍級

不敗學習力: 學霸都在用的 10 大聰
明讀書法/劉軒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472-8 (PDF)
NT$380 普遍級

978-986-0736-34-2 (線上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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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133-5
(EPUB) 普遍級

什麼都不是的人最幸福: 克里希那穆
提寫給一個年輕朋友的信/克里希那
穆提(J. Krishnamurti)著; 林宏濤譯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188-5 (EPUB)
普遍級

不插電程式設計全書/洪志連, 申甲
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11104 .-- 冊 .-- ISBN 978-626-95493-44 (全套:平裝) NT$2000 普遍級

元宇宙 Metaverse: 連接虛擬和現實,
開 啟無限 可能性 /Kevin Chen( 陳根)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44-3 (PDF) NT$3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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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46-5 (EPUB) 普遍級

中國外交論/趙宏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93-5 (PDF) 普遍級

元宇宙 Metaverse: 連接虛擬和現實,
開 啟無限 可能性 /Kevin Chen( 陳根)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45-0 (EPUB) NT$390 普遍級

不懂睡眠就失眠: 睡太多或睡太少,
你都正在謀殺自己/林慶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41-7 (PDF)
普遍級

元宇宙大未來: 數位經濟學家帶你看
懂 6 大趨勢,布局關鍵黃金 10 年/于
佳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354-2 (PDF) 普遍級

不懂睡眠就失眠: 睡太多或睡太少,
你都正在謀殺自己/林慶旺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42-4
(EPUB) 普遍級

元宇宙大投資/焦娟, 易歡歡, 毛永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18-8 (EPUB) 普遍級

中東發展史關鍵 24 講: 西方視角外
的昔日與現今: 從歷史淵源、教派分
歧、政治角力,揭開中東的神祕面紗/
張育軒作.主講 .-- 新北市 : 一刻鯨選,
11103 .-- 約 31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0-57-0 (線上有聲書(M4A))
普遍級
中國文學. 一: 從詩經到唐詩/蔣勳主
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43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32-8 (線上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中國文學. 二: 從唐詩到元曲/蔣勳主
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46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33-5 (線上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中國文學. 三: 從文言到白話/蔣勳主
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430 分面; 公分 .-- ISBN

內捲效應: 為什麼追求進步,反而讓
個人窮忙、企業惡性競爭、政府內
耗?/王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62-4 (PDF) 普遍級
內捲效應: 為什麼追求進步,反而讓
個人窮忙、企業惡性競爭、政府內
耗?/王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63-1 (EPUB) 普遍級
公東的教堂: 海岸山脈的一頁教育傳
奇(10 周年熱銷紀念版)/范毅舜著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55-7
(PDF) 普遍級
公東的教堂: 海岸山脈的一頁教育傳
奇(10 周年熱銷紀念版)/范毅舜著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56-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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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陳冠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62-1 (PDF)
普遍級
化妝品化學/易光輝, 歐明秋, 徐照程,
王曉芬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杏,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4-644-3 (PDF) NT$400 普遍級
天國榮耀大揭祕/保囉.曼沃寧(Paul
Manwaring)著; 王建玫譯 .-- 初版 .-臺北市 : 異象工場,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076-7-3 (EPUB)
普遍級
天堂的證明: 一位哈佛神經外科權威
醫生的瀕死體驗/伊本.亞歷山大
(Eben Alexander)著; 張瓅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7-364-5 (EPUB)
普遍級
天堂敞開/比爾.強生(Bill Johnson)著;
王建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異象工
場,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76-8-0 (EPUB) 普遍級
太乙金華宗旨: 天心金丹秘法/天星
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藍海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41-4-6 (PDF) 普遍級
少年新眼光讀經: 愛裡行間,字有生
命 / 少 年 新 眼 光 推 動 小 組 (Youth
Should See Visions)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教會公報, 11104 .-- 19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6471-98-8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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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482-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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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483-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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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84-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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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85-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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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90-2
(PDF)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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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91-9
(EPUB)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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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92-6
(EPUB)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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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93-3
(PDF)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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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94-0
(EPUB)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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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95-7
(PDF)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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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775-7
(EPUB) 普遍級
巴士遊/簡單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顏府民個人工作室, 11104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6025-5-7 (平
裝) NT$1000 普遍級
心有所愛,全力以赴!: 國家表演藝術
中 心董事長 五年工作 實錄 / 朱宗慶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92-2 (EPUB) 普遍級
心有所愛,全力以赴!: 國家表演藝術
中 心董事長 五年工作 實錄 / 朱宗慶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93-9 (PDF) 普遍級
心靈地圖. II: 探索成熟與自由之旅/
史考特.派克(M. Scott Peck)著; 張定綺
譯 .-- 第六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05-3 (EPUB) NT$430 普遍級
心靈地圖. II: 探索成熟與自由之旅/
史考特.派克(M. Scott Peck)著; 張定綺
譯 .-- 第六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06-0 (PDF) NT$430 普遍級
心靈地圖: 追求愛和成長之路/史考
特.派克(M. Scott Peck)著; 張定綺譯 .- 第六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03-9 (EPUB) NT$450 普遍級
心靈地圖: 追求愛和成長之路/史考
特.派克(M. Scott Peck)著; 張定綺譯 .- 第六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04-6 (PDF) NT$450 普遍級
支付金融大未來: FinTech 到加密貨
幣,看支付方式如何顛覆你我購物、
理財和投資的未來/戈特弗里德.萊勃
朗(Gottfried Leibbrandt), 娜塔莎.德特
蘭(Natasha de Terán)著; 游懿萱, 曹嬿
恆, 吳慕書, 王怡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198-4 (EPUB) 普遍級
文化武器: 製造現象擄掠人心/納托.
湯普森(Nato Thompson)作; 石武耕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7-87-2 (EPUB) 普遍級

文學裡沒有神/沈眠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一人,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77-2-0 (PDF) 普遍級
方慶福玉石雕刻藝術創作/鄮米茹總
編輯 .-- 新北市 : 阿福工坊, 11102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39001-0 (平裝) 普遍級
日子: 台語曆日仔詩/陳胤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15-6 (PDF)
普遍級
日子: 台語曆日仔詩/陳胤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16-3 (EPUB)
普遍級
日本人才懂的好 LOGO 套書/BNN 編
輯部, 植田阿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84-05-2 (全套:平裝) NT$1170 普遍
級
日本平面設計法則套書/gaatii 光體,
SendPoints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點,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8407-6 (全套:平裝) NT$9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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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3-820-0 (EPUB)
普遍級
日本設計大師祕技套書/pen 編輯部,
SendPoints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點,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8408-3 (全套:平裝) NT$879 普遍級

文言文很容易. 下冊/段張取藝作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0-8-6 (PDF)
普遍級

日本語 GOGOGO/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編著 .-- 增訂一版 .-- 新北
市 : 豪風, 11103 .-- 256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95421-2-3 (第 2 冊:平裝)
NT$450 普遍級

文言文很容易. 上冊/段張取藝作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0-6-2 (PDF)
普遍級

*日本語好好玩= 楽しい日本語/王淑
慧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豪 風 ,
11102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421-1-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文言文很容易. 上冊/段張取藝作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0-7-9 (EPUB)
普遍級

日本語授業の活性化に向けた一歩:
反転授業、ピア.ラーニング、IRS
の実践/陳文敏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尚昂文化, 11102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03-0-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文與情/琦君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543-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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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教師の成長を測る自己評価
尺度の開発: 台湾の大学で働く日本
語教師を対象として/顏幸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3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4-43-8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日本の鉄道社会: パラダイムの実践
と応用/劉伯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3 .-- 2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54-44-5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日本の鉄道の社会: パラダイムの実
践と応用/劉伯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致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54-45-2 (PDF) 普遍級
比較的幽靈: 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
球/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作; 陳信宏譯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2-26-6 (PDF)
普遍級
比較的幽靈: 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
球/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作; 陳信宏譯 .-初版 .-- 新北市 : 衛城,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2-27-3 (EPUB)
NT$580 普遍級
毛姆文學課/威廉.薩默塞特.毛姆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著; 孫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28-8 (PDF) 普遍級
毛姆文學課/威廉.薩默塞特.毛姆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著; 孫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29-5 (EPUB) 普遍級
父親和母親: 父母與親子= Fathers and
mothers/馬克.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8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847-7-2 (平裝) 普遍級
王陽明的心學: 一生伏首拜陽明/廖
春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13-5 (EPUB)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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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冊 .-- ISBN 978-986-459-3934 (全套:平裝) 普遍級
世界頂級思維: 62 個影響世界的法則
/滄海滿月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
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26-5 (EPUB) NT$450 普遍級
主,我在這裡: 祈求與感恩的禱告=
Here I am, Lord/ 馬 克 . 傑 斯 克 (Mark
Jeske)著; 恩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
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
路德會, 11103 .-- 76 面; 15 公分 .-ISBN 978-626-95304-6-5 (平裝) 普遍
級
出舊入新: 新舊約聖經與我= Old and
new/馬克.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典
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版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93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304-3-4 (平裝) 普遍級
北台灣步道攻略完全制霸/吳俊緯,
蒙金蘭, 墨刻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墨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699-0 (EPUB) 普遍級
北宋能臣范仲淹/林正國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45-0 (PDF)
普遍級
北極星灑落之夜/李琴峰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22-6 (PDF)
普遍級
北極星灑落之夜/李琴峰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21-9 (EPUB)
普遍級
卡內基: 語言的突破/戴爾.卡內基著;
雲中軒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14-2 (EPUB) NT$300 普遍級
卡內基: 遠離焦慮,擁有快樂生活/戴
爾.卡內基作; 雲中軒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92-419-7
(EPUB)
NT$280 普遍級
卡里古拉/卡繆(Albert Camus)著; 嚴慧
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10-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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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輸給別人,千萬不要輸給自己/王
渡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
版, 11104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16-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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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36-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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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37-3 (EPUB) 普遍級
台北新北桃園地圖集/ .-- 臺北市 : 大
輿, 11104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6-194-2 (平裝) 普遍級
台語片的魔力: 從故事、明星、導演
到類型與行銷的電影關鍵詞/林奎章
作; 簡小娮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
學習, 11102 .-- 約 654 分面; 公分 .-ISBN 978-626-7005-77-4 (線上有聲書
(MP3)) NT$600 普遍級
台語每日一句: 落台語俗諺很簡單/
許晉彰, 盧玉雯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94-2 (PDF) 普遍級
台灣年代歷史/洪健民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洪健民, 11102 .-- 1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867 (平裝) 普遍級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3/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05-5-7 (PDF) 普遍級
台灣百大品牌的故事. 23/華品文化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化國際
行銷,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05-6-4 (EPUB) 普遍級
台灣金融業 IT Spending 大調查. 2021/
朱師右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60-9 (PDF) 普遍級
台灣產業轉型創新與私募股權基金
的強化/柯承恩, 石百達, 陳彥良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智庫,
11102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7881-5-2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台灣製造業 IT Spending 大調查. 2021/
朱師右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61-6 (PDF) 普遍級
台灣醫療科技展 農業健康館成果專
刊. 202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0-61-5 (PDF)
普遍級
句 句有梗的 西洋藝術 小史 / 意公子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09-0
(EPUB) 普遍級
囚徒: 天母河傳說之二/李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197-5 (EPUB)
普遍級
外 國民歌兒 童鋼琴曲 集 /龔耀年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1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32-165-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失控的轟炸: 人道與人性的交戰,造
就二戰最漫長的一夜/麥爾坎.葛拉威
爾(Malcolm Gladwell)著; 鄭煥昇譯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30-1
(PDF) NT$420 普遍級
失控的轟炸: 人道與人性的交戰,造
就二戰最漫長的一夜/麥爾坎.葛拉威
爾(Malcolm Gladwell)著; 鄭煥昇譯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31-8
(EPUB) NT$420 普遍級
失落的衛星: 深入中亞大陸的旅程/
劉子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
圖文傳播,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1-16-9 (PDF) 普遍級
左拉星球/Hannah 薰文.圖 .-- 初版 .-高雄市 : Hannah 薰, 11102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61-4 (精裝)
普遍級
市民畫廊: 雄.蓋.麗.駭: 高雄雕塑協
會聯展= Gallery for citizens: all.some:
group exhibition of KAS members/張艾
茹執行編輯 .-- 第一版 .-- 高雄市 : 高
市美術館, 11103 .-- 48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65-79-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平凡會讓你更懂得珍惜自己的所有/
編者蕭敏章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
國際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56-9 (PDF) 普遍級

打造更好的自己: 自我介紹聖經、菁
英都是閱讀控/立川光昭, 神田昌典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26-069 (全套:平裝) NT$7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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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燎原出版,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055-9-3 (PDF)
NT$5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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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燎原出版,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86-0-3
(EPUB) NT$590 普遍級
未來關我什麼事?: 點擊跨世代超連
結,開啟永續發展的哲學式思辨/山謬.
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著; 邱振訓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32-4
(PDF) NT$380 普遍級
未來關我什麼事?: 點擊跨世代超連
結,開啟永續發展的哲學式思辨/山謬.
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著; 邱振訓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33-1
(EPUB) NT$380 普遍級
正當冰淇淋: 怪酥酥與味覺教材專賣
店的故事/李孟龍(怪酥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33-2 (PDF)
普遍級
正當冰淇淋: 怪酥酥與味覺教材專賣
店的故事/李孟龍(怪酥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34-9
(EPUB) 普遍級
民 間歌謠兒 童鋼琴曲 集 /龔耀年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2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32-164-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犯罪手法系列. 7: 解剖犯罪實驗室:
接露法醫科學的缺陷與危機/布蘭登.
葛雷特(Brandon L. Garrett)著; 朱崇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09-5
(EPUB) NT$279 普遍級
生生 LIVES: 生命、生存、生活/黃姍
姍, 蔡宏賢, 鄭慧華, 李明璁, 洪廣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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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陸霖撰文 .-- 臺北市 : 忠泰建築文
化藝術基金會, 11103 .-- 6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96465-4-3 (平裝)
普遍級
生命的講章/陳以熙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53-9 (PDF) 普遍級
生活美學/蔣勳主講 .-- 初版 .-- 新竹
市 : 竹科廣播, 11102 .-- 約 45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29-8 (線上
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生態藝術: 人類世與造型的創作/保
羅.阿登納(Paul Ardenne)作; 詹育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16-2 (PDF) 普遍級
生態藝術: 人類世與造型的創作/保
羅.阿登納(Paul Ardenne)作; 詹育杰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17-9 (EPUB) 普遍級
用圖像思考法整理人生: 80 道練習題,
立刻行動實踐夢想/薩維耶.德朗蓋尼
(Xavier Delengaigne)著; 蔡孟貞譯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9-722-9 (EPUB)
NT$350 普遍級
亦狂亦俠亦溫文: 龔自珍的詩文與時
代/王鎮遠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如是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06-66-7 (EPUB) NT$320 普遍級
企業危機化解手冊: 101 條忠告,讓組
織安然度過各種災難、突發事件與
其他緊急情況,並重回正軌/愛德華.
席格(Edward Segal)著; 張簡守展譯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4-35-3 (EPUB)
普遍級
光澤美肌保養術/王朝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43-86-0 (EPUB) 普遍
級
全球人才搶著學!密涅瓦的思考習慣
訓練/李佳達, 劉劭穎, 黃禮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7-365-2 (EPUB)
普遍級
冰河文集/李子介編著 .-- 1 版 .-- 高雄
市 : 李子介,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842-3 (PDF) 普遍級

冰淇淋風味學/陳謙璿著 .-- 初版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08-790-7 (EPUB) 普遍
級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學科試題解析/技
能檢定研究室著 .-- 四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17-6 (PDF) NT$220 普遍
級
印度洋地區阿曼和俾路支斯坦關係
史 =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Oman and Balochistan in the Indian
Ocean/比阿特麗斯.妮可里尼(Beatrice
Nicolini)著; 沈芯菱翻譯 .-- 初版 .-- 雲
林縣 : 人人和平-公益地球村, 11102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12-0-7 (平裝) 普遍級
同樣的心: 楊牧生態詩學、翻譯研究
與訪談錄/曾珍珍著 .-- 桃園市 : 逗點
文創結社,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86-1-3 (PDF) 普遍級
同樣的心: 楊牧生態詩學、翻譯研究
與訪談錄/曾珍珍著 .-- 桃園市 : 逗點
文創結社,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86-2-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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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08-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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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09-6
(EPUB) 普遍級
回帰線のうえの渡り鳥: 陳澄波作品
クローズアップ/王子碩(台南につい
て), 陳韋聿著; 富田哲, 李姵蓉, 清水
裕美子翻訳 .-- 嘉義縣 : 陳澄波文化
基金會, 11103 .-- 64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91271-2-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回眸一瞬間: 寧可 92 水墨陶情回顧
展/寧可作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尚
藝廊, 11103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19-1-8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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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34-2
(EPUB) 普遍級
多元智能健腦. A/廖蕙婉, 張宇鋐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宇多元潛能
企業社, 11103 .-- 45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95841-0-9 (平裝) 普遍
級
多媒體剪輯與文案設計/熊漢琳著 .-初版 .-- 苗栗縣 : 臺灣國際專業認證
學會, 11103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96-9-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好父母是後天學來的: 王浩威醫師親
子門診/王浩威作; 王亞軒朗讀 .-- 臺
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2 .-- 約 43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78-1
(線上有聲書(MP3)) NT$280 普遍級
好萊塢劇本創作術: 地表最強影視工
業如何打造全球暢銷故事?/林偉克
(Weiko Lin)著; 鄭婉伶譯 .-- 臺北市 :
大寫,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689-74-8 (EPUB) 普遍級
如何打刑事官司 Q&A/鼎昊法律事務
所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書 泉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1-258-4 (PDF) 普遍級
如 何回答孩 子問的問 題 /編者梁秋
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55-2 (PDF) 普遍級
*如何學做小妹妹的大哥哥: 誰在懷
念羅霈穎/羅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87-551-2 (EPUB) 普遍
級
如果不是那一次檢查,我已不在人世:
贏得十倍存活率的癌症真相/黃亞琪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今 周 刊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46-2 (PDF) 普遍級
存在與試探: 奧古斯丁的<<懺悔錄
>>/陳斯一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
基督教文藝,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6131-68-4 (PDF) 普遍級
寺子屋進階日語讀本/廖兆陽, 井上
京子編著 .-- 新北市 : 新點印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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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 .-- 3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368-4-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成為溫美玉/溫美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16-9 (EPUB)
普遍級
成為溫美玉/溫美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17-6 (PDF)
普遍級
成唯識論/(大唐)玄奘菩薩造 .-- 初
版 .-- 臺北市 : 正智,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961-9-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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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66-3 (EPUB) 普遍級
早知道就讀這本.圖解日本史: 繩文、
鎌倉、安平到戰國,再到江戶幕府及
戰後,上課、追劇後還不明白的日本
歷史從這懂!/河合敦著; 劉錦秀譯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09-7 (EPUB)
普遍級
有機花蓮: 永續環境,純璞返真/花蓮
縣政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14-1 (PDF) 普遍級
有機花蓮: 永續環境,純璞返真/花蓮
縣政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15-8 (EPUB) 普遍級
有貓的日子,才叫生活/仁尾智作; 小
泉紗代繪;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091-5 (EPUB) 普遍
級
有貓的日子,才叫生活/仁尾智作; 小
泉紗代繪;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119-6 (PDF) 普遍級
朱湘全集. 書信卷/朱湘著; 方銘主
編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58-7 (EPUB) NT$300 普遍級

朱湘全集. 詩歌卷/朱湘著; 方銘主
編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59-4 (EPUB) NT$250 普遍級

3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08-0 (線上有聲書(WAV)) NT$360 .-ISBN 978-626-335-109-7 (線上有聲書
(MP3)) NT$360 普遍級

朱湘全集. 譯作卷. 一/朱湘著; 方銘主
編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60-0 (EPUB) NT$250 普遍級

老雜時代: 看見台灣老雜貨店的人情、
風土與財產/林欣誼文; 曾國祥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470-2
(EPUB) 普遍級

朱湘全集. 譯作卷. 二/朱湘著; 方銘主
編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61-7 (EPUB) NT$250 普遍級
江戶城裡的異鄉人: 一個幕末時代叛
逆 女 子 的 一 生 / 艾 美 . 史 丹 利 (Amy
Stanley)著; 林士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08-131-7 (PDF) 普遍級
江戶城裡的異鄉人: 一個幕末時代叛
逆 女 子 的 一 生 / 艾 美 . 史 丹 利 (Amy
Stanley)著; 林士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遠足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08-132-4 (EPUB) 普遍
級
羊皮卷: 世界上最偉大的勵志書/雅
瑟, 朱顏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15-9 (EPUB)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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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478-8 (EPUB)
普遍級
老倫敦,從酒吧出發/張誌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99-1 (PDF)
NT$350 普遍級
老倫敦,從酒吧出發/張誌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00-4
(EPUB)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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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55-7 (EPUB) 普遍級
老黑的 FIRE 生活實踐: 財務自由,實
現自我不是夢 /田臨斌(老黑)作. 朗
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約

考具: 有效掌握企劃、發想的 21 個
思考工具(暢銷經典版)/加藤昌治著;
王瑤芬譯 .-- 3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197-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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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04-2 (EPUB) 普遍級
自 由 : 生 命 的 意 義 是 什 麼 ?/ 奧 修
(OSHO)作; Bhakti 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麥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05-7 (EPUB) 普遍級
自我偏誤: 擺脫認偏誤,擁有超強心
理素質的 30 個練習/高登第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042-7
(EPUB) 普遍級
自我偏誤: 擺脫認偏誤,擁有超強心
理素質的 30 個練習/高登第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43-4 (PDF)
普遍級
自學英文閱讀有技巧/林素娥, 大衛.
杜(David Doyle)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0-74-3 (PDF) 普遍級
自學英文閱讀有技巧/林素娥, 大衛.
杜(David Doyle)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0-75-0 (EPUB) 普遍級
自學英文閱讀有技巧. 1, 閱讀技巧指
導/林素娥, 大衛.杜(David Doyle)作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76-7 (PDF)
普遍級
自學英文閱讀有技巧. 1, 閱讀技巧指
導/林素娥, 大衛.杜(David Doyle)作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77-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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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英文閱讀有技巧. 2, 閱讀測驗攻
略/林素娥, 大衛.杜(David Doyle)作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78-1 (EPUB)
普遍級
自學英文閱讀有技巧. 2, 閱讀測驗攻
略/林素娥, 大衛.杜(David Doyle)作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80-4 (PDF)
普遍級
艾略特詩選. 1(1909-1922): <荒原>及
其他詩作/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 著 ; 黃 國 彬 譯
註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29-9
(PDF) 普遍級
西洋美術史. 一: 古典時期/蔣勳主
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41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38-0 (線上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西洋美術史. 二: 從華麗到寫實/蔣勳
主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39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39-7 (線上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西洋美術史. 三: 從印象到抽象/蔣勳
主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40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40-3 (線上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西洋美術史. 四: 現代藝術/蔣勳主
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40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41-0 (線上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西頓的都勒斯: 占星詩集(烏瑪.塔巴
里 譯 本 )/ 班 傑 明 . 戴 克 (Benjamin N.
Dykes)編譯; 陳紅穎(Rose Chen)譯 .-初 版 .-- 臺 北 市 : 星 空 凝 視 文 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985-3-9 (PDF) NT$980 普遍級
佛教經濟學: 以智慧為依歸,永續的
經濟學/周賓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08-0 (EPUB) 普遍級
*似曾相識: 洪仕晟寫真書/洪仕晟作;
深夜名堂攝影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380-7 (EPUB) 普遍級

作家命/郭強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43-2 (EPUB) 普遍級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90-8 (PDF)
普遍級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748-2
(EPUB) 普遍級

你一定想看的印度史/梁捍江, 韓夢
澤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20-3 (EPUB)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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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版 .-- 新北市 :
行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4-0-6 (PDF) 普遍級

快樂鍵盤和聲/陳宏心作 .-- 初版 .-新竹市 : 萌音文化, 11103 .-- 冊 .-ISBN 978-626-95855-0-2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95855-1-9 (第 2 冊:
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958552-6 (第 3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你一定想看的非洲史/楊益作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27-2 (EPUB)
NT$380 普遍級
你一定想看的美國史/劉觀其作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28-9 (EPUB)
NT$350 普遍級
你一定想看的歐洲史/楊益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18-0 (EPUB)
NT$380 普遍級
你不必成為一個好人: 從令人疲憊的
人際關係中釋放自己/劉珍明著; 曾
晏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465-8 (EPUB) 普遍級
你可以沒實力,但要懂戰略: 羅輯思
維. 歷史篇/羅振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安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96-65-1 (PDF) 普遍級
你的心境,決定你的人生/連城紀彥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3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15-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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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135-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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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版 .-- 新北市 :
行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4-1-3 (EPUB) 普遍級
你要當刺蝟,還是狐狸?: 羅輯思維. 認
知篇/羅振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
安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67-5 (PDF) 普遍級
克 服 挑 戰: 面 對生 命困 境 =
Overcoming/馬克.傑斯克(Mark Jeske)
著; 恩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7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847-4-1 (平裝) 普遍級
別人迷茫的時候,你前進!: 羅輯思維.
人物篇/羅振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68-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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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70-0 (EPUB) 普遍級
努力很累,但贏的感覺很棒/戴晨志作.
朗讀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2 .-- 約 41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01-9 (線上有聲書(MP3))
NT$750 普遍級

你的座標有多大,見識就有多高: 羅
輯思維. 商業篇/羅振宇著 .-- 初版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96-66-8 (PDF)
普遍級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西方哲學的
奠基者亞里斯多德/劉燁, 柳映書編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36-6 (EPUB) 普遍級

你的狼性,要帶點娘!職場生存剛柔並
濟的 27 個心智力量/唐玉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089-2
(EPUB) 普遍級

希特勒套書/約阿希姆.費斯特
(Joachim Fest)著; 鄭若慧, 鄭玉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7-679-9 (全套:平裝)
NT$1250 普遍級

你的狼性,要帶點娘!職場生存剛柔並
濟的 27 個心智力量/唐玉書著 .-- 初

快樂實現自主富有/艾瑞克.喬根森
(Eric Jorgenson)著; 謝佩妏譯 .--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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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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有美著;
戴瑜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862-8 (PDF) NT$266 普遍級
我一個人走走停停: 美好日常的小旅
行/米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28-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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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23-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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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24-9 (EPUB) 普遍級
我不是不努力,只是做不到你滿意:
讓每個孩子在「墜落」前,都能獲得
該有的幫助/宮口幸治作; 陳令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466-5
(EPUB) 普遍級
我的父親: 蔡肇祺/蔡璧徽著 .-- 臺北
市 : 光華雜誌社, 11105 .-- 2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259-3-8 (精裝)
NT$6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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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42-4-7 (EPUB)
普遍級
我的薄伽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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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江信慧譯 .-初版 .-- 臺北市 : 地平線文化,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084-9-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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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5-42-9 (PDF)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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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171-7 (EPUB)
普遍級
我們只是暫時還沒死/許禮安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21-0 (EPUB)
NT$300 普遍級
我們的搖滾樂/熊一蘋作; 鄭球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2 .-- 約
39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79-8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普遍
級
我們與相愛的距離: 戰勝情慾,奪回
真愛/林少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
恩,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77-335-2 (EPUB) 普遍級
我想把植物養好: 專為連仙人掌也養
不活的初學者設計的 4 週園藝課/許
盛夏著; 王品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23-6 (EPUB) NT$420 普遍級
把腦袋換掉: 培養全新創意思考能力
/潘沅禾編著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67-8-7 (PDF) 普遍級
改變世界的萬物事典: 看得見的人類
文明演化型錄/平凡社編輯部編著;
黃郁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01-1 (EPUB) 普遍級
改變未來的 100 件事: 2022 年全球百
大 趨 勢 ( 中 英 對 照 )= The future
100/Wunderman Thompson Intelligence
作 .-- 臺北市 : 台灣偉門智威, 11104 .- 450 面; 21X15 公分 .-- ISBN 978-98698992-2-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更智慧更快樂: 遵循聖經的原則
=Wiser and happier/馬克.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

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
路德會, 11103 .-- 74 面; 15 公分 .-ISBN 978-626-95304-5-8 (平裝) 普遍
級
李志豪法式香甜維也納菓子麵包/李
志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2-1-6 (EPUB) NT$385 普遍級
李志豪嚴選之味日式手感麵包/李志
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2-2-3 (EPUB) NT$420 普遍級
李常受文集. 一九五二年/李常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103 .-- 冊 .-- ISBN 978-986-166-7997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00-0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01-7 (全套: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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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09-3-5 (PDF) 普遍級
杜夢幻故事集: 馬修的太空載具和總
部= Du phantasy story sets: Matthew’s
space vehicle and headquarter/杜岳作 .- 臺北市 : 杜岳, 11104 .-- 4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9830-0 (平裝)
NT$1400 普遍級
求不得才是祝福/康薩仁波切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創,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71-57-3
(EPUB) 普遍級
沙漠｡詩集｡書店/娜蒂亞.瓦瑟夫
(Nadia Wassef)著; 陳柔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689-5 (EPUB)
普遍級
沙漠｡詩集｡書店/娜蒂亞.瓦瑟夫
(Nadia Wassef)著; 陳柔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690-1 (PDF)
普遍級
決勝視角: 紐約大學心理學家教你活
用一流人士的策略,既能跳脫盲點,也
能精準決策,達成目標事半功倍/艾蜜
莉.芭絲苔(Emily Balcetis)著; 姚怡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78-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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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勝視角: 紐約大學心理學家教你活
用一流人士的策略,既能跳脫盲點,也
能精準決策,達成目標事半功倍/艾蜜
莉.芭絲苔(Emily Balcetis)著; 姚怡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79-2 (PDF) 普遍級
沒有人活著離開: 吉姆.莫里森傳/傑
里.霍普金斯(Jerry Hopkins), 丹尼.蘇
格曼(Danny Sugerman)作; 雷讓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96-5-8
(PDF) 普遍級
沒有人活著離開: 吉姆.莫里森傳/傑
里.霍普金斯(Jerry Hopkins), 丹尼.蘇
格曼(Danny Sugerman)作; 雷讓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96-6-5
(EPUB) 普遍級
沒有你,我無法成為小說家/白石一文
著;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64-9 (PDF) 普遍級
沒事的,我的焦慮怪獸: 給小大人和
照護者的減壓指南,緩解身心不適、
憤怒、恐慌、人際關係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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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47-5
(EPUB) 普遍級
*沒關係,你可以哭出來: 一場長期照
護者們的內在療癒之旅/史蒂芬妮.馬
爾尚-潘薩著; 范兆延譯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64-4 (PDF) 普遍級
系統分析設計與軟體開發知識/陳月
香著 .-- 初版 .-- 苗栗縣 : 臺灣國際專
業認證學會, 11102 .-- 1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996-8-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系統神學= Systematic theology/任以
撒著 .-- 七版 .-- 臺北市 : 改革宗,
11102 .-- 2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326-8-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肖 像 雕 塑 法 / 彼 得 . 魯 比 諾 (Peter
Rubino)作; 謝汝萱譯 .-- 修訂一版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0-214-2 (EPUB)
普遍級

金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14-0 (EPUB) 普遍級

貝多芬傳/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著; 傅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65-6 (PDF) 普遍級

使徒性婦女: 神對神國女性的恢復計
畫/琳達.海得勒(Linda Heidler), 恰克.
皮爾斯(Chuck D. Pierce)合著; 李素娓
譯 .-- 臺北市 : 和撒那文化事業基金
會,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81702-5-4 (PDF) 普遍級

貝多芬傳/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著; 傅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66-3 (EPUB) 普遍級
走入虛擬幻境的彩色世界: 張瓊文畫
家/張瓊文總編輯 .-- 臺北市 : 康寧大
學, 11103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99-2-7 (平裝) 普遍級
走光的紙月亮= Paper moon following
the light/大未來林舍畫廊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未來林舍畫廊藝術,
11103 .-- 6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7038-6-4 (精裝) 普遍級
走進弓道的世界/鄭晃二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655-3 (PDF) NT$420
普遍級
身體/科幻/超文本: 女性敘事與跨文
化研究 = Body/sci-fi/hypertext: female
narratives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陳
淑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冠唐國
際圖書, 11102 .-- 158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95622-3-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身體美學/蔣勳主講 .-- 初版 .-- 新竹
市 : 竹科廣播, 11102 .-- 約 35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31-1 (線上
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何
玟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30-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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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22-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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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23-3 (EPUB) 普遍級
事件投資法: 我邊上班邊炒股,一年
出手七次,年賺三千萬/松之助(まつ
のすけ)著; 張婷婷譯 .-- 臺北市 : 樂

來自大溪: 從失學少年到臺大文學博
士之路/江燦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87-552-9 (EPUB) 普遍
級
兒童諮商實務導論: 兒童 EQ 教育與
社會技巧訓練/黃月霞著 .-- 二版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640-9 (PDF) 普遍級
取材.執筆.推敲: <<被討厭的勇氣>>
作者直授,最全面的寫作指南/古賀史
健著; 葉小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7-367-6 (EPUB) 普遍級
咖啡學堂: 從豆子到杯子,精選一 0 一
個你必須知道的咖啡知識/王稚雅編
著; 蔡豫寧繪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099-9 (EPUB) 普遍級
和新井一二三一起讀日文: 你所不知
道的日本名詞故事(吟味版)/新井一
二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29-8 (EPUB) NT$320 普遍級
周夢蝶 X 漢樂逸: 周夢蝶詩集精選、
英譯暨詩論套書/周夢蝶著; 漢樂逸
(Lloyd Haft)選譯; 董恒秀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2 .-冊 .-- ISBN 978-986-489-595-3 (全套:
平裝) NT$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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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5-140-0
(EPUB) 普遍級
妳的價值不在別人的眼光裡/蕎丹.里.
多莉 (Jordan Lee Dooley) 著; 林雨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402-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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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長,來一份戀愛!/語末妍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555-3 (EPUB)
普遍級
底層邏輯/劉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74-8 (PDF) 普遍級
底層邏輯/劉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75-5 (EPUB) 普遍級
彼 此 相 愛 = Love each other/ 李 承 勳
作 .-- 初 版 .-- 桃 園 市 : 李 承 勳 ,
10510 .-- 22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54-6 (平裝) 普遍級
*怪誕醫學: 一段「吃飯不要看」的
獵 奇 黑歷 史 !/ 賈斯汀. 麥洛 伊(Justin
McElroy), 席 妮 . 麥 洛 伊 (Sydnee
McElroy)著; 陳芙陽譯 .-- 臺北市 : 平
裝本,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38-5-2 (PDF) 普遍級
拒絕力: 不做不懂拒絕的爛好人/舒
湄 著 .-- 初 版 .-- 新 竹 縣 : 方 集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40-0 (EPUB) 普遍級
放棄減肥,我瘦了 30 公斤: 瘦不是挑
戰,是種生活方式!別再幻想 30 天瘦 3
公斤,拋開所有減 肥法,開始動筆記
錄,300 天自然瘦 30 公斤!/陸樂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376-4
(PDF) 普遍級
明公啟示錄: 范明公解密<<道德經
>>. 3, 從帛書<<老子>>看順道而行的
成功學智慧/范明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6-10-3
(EPUB)
NT$300 普遍級
明天會更好: 穿戴全副軍裝= There's
hope/馬克.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
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7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304-9-6 (平裝) 普遍級
明治小說便利帖: 從食、衣、住、物
走入明治小說的世界/章蓓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3-3-9 (PDF)
普遍級
明治小說便利帖: 從食、衣、住、物
走入明治小說的世界/章蓓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43-4-6
(EPUB) 普遍級
法律的第一堂課/黃蓮瑛著 .-- 7 版 .-臺北市 : 書泉,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51-263-8 (PDF) 普遍級
狗狗想要說什麼: ：超可愛!汪星人
肢體語言超圖解/程麗蓮(Lili Chin)著;
黃薇菁(Vicki Huang)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橡樹林文化,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38-8-2 (EPUB)
普遍級
玩的就是心理戰,最後的大贏家/裴燁
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54-5 (PDF) 普遍級
社會人的金融經濟通識課/森永康平
作; 胡毓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70-407-2 (EPUB) 普遍
級
社會人的金融經濟通識課/森永康平
作; 胡毓華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70-408-9 (PDF) 普遍級
花蝴蝶回憶錄: 瑪麗亞.凱莉的真情
告白/瑪麗亞.凱莉, 麥卡拉.安琪拉.戴
維斯作; 陳珮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17-0 (PDF) 普遍級
花蝴蝶回憶錄: 瑪麗亞.凱莉的真情
告白/瑪麗亞.凱莉, 麥卡拉.安琪拉.戴
維斯作; 陳珮榆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18-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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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57-32-9469-6 (EPUB) 普遍
級
金錢的另一端是「人」: 高盛前交易
員教你大人、小孩都看得懂的幸福
經濟學/田內學著; 張佳雯譯 .-- 臺北
市 : 先覺,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4-415-7 (EPUB) 普遍級
長島的故事/林錫智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39-9 (PDF)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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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195-1 (EPUB)
普遍級
門外漢的京都/舒國治著 .-- 初版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1-15-2
(EPUB) 普遍級
阿育吠陀實證醫學/薛仲玲作 .-- 臺北
市 : 博思智庫,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733-4-9 (EPUB) 普遍
級
青春: 哥本哈根三部曲. 二/托芙.狄特
萊芙森(Tove Ditlevsen)著; 吳岫穎譯 .- 新北市 : 潮浪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48-4-1 (PDF)
普遍級
青春彼條街/顧蕙倩著 .-- 第一版 .-新北市 : 商鼎數位,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44-207-5 (PDF)
普遍級
非連續文本: 原來這麼回試/游適宏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31-7
(PDF) NT$380 普遍級
信仰歌聲. II= Songs of a believer II/李
承勳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李承勳,
10406 .-- 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02-7 (平裝) 普遍級
信仰歌聲. III= Songs of a believer III/
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李承勳,
10407 .-- 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03-4 (平裝) 普遍級
信仰歌聲. IV= Songs of a believer IV/
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李承勳,
10408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08-9 (平裝) 普遍級
信仰歌聲. V= Songs of a believer V/李
承勳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李承勳,
10410 .-- 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09-6 (平裝) 普遍級
信仰歌聲= Songs of a believer/李承勳
作 .-- 初 版 .-- 桃 園 市 : 李 承 勳 ,
10406 .-- 4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788-4 (平裝) 普遍級
俠客行: 傳統文化中的任俠思想/林
保淳作; 于承右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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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11102 .-- 約 560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5-80-4 (線上有
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俄羅斯白銀時代詩歌篇章修辭與文
字 意象系統 的研究與 應用 / 廖梨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03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47973-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勇 者 形 象: 向聖 經 中 的 英雄 學 習 =
Heroes/馬克.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
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7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304-4-1 (平裝) 普遍級
南師附中教育改革文獻 1964-1966.
卷一~卷三/王虹整理 .-- 臺北市 : 亞
太政治哲學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29-9-5 (EPUB) 普
遍級
哈佛.耶魯雙學霸的最強學習力: 沒
錢沒背景沒人脈,照樣可以學出優秀/
李柘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6-619-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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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796-9 (EPUB) 普遍級
屋簷下的交會: 當社區關懷訪視員走
進精神失序者的家/任依島作; 楊恩
朗 讀 .-- 臺 北 市 : 尚 儀 數 位 學 習 ,
11102 .-- 約 49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81-1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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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56-4
(EPUB) 普遍級
幽默說話術/戴晨志作.朗讀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2 .-- 約 41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02-6
(線上有聲書(MP3)) NT$750 普遍級
後 疫 情 時 代 : 轉 型 與 進 化 =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stPandemic
Era: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李芝瑜總編輯 .-- 桃園市 :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 11103 .-- 298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272-2-2 (光碟
片) NT$200 普遍級
後疫情時代共好生活提案/蔡翠旭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明財經科大
圖書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847-4-7 (PDF) 普遍級
思辨是我們的義務: 那些瑞典老師教
我的事/吳媛媛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69-8-5 (EPUB) NT$360 普遍級
思辨是我們的義務: 那些瑞典老師教
我的事/吳媛媛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69-9-2 (PDF) NT$360 普遍級
怎 樣 看 待 金 錢 : 理 財 之 道 = Money
matters/ 馬克. 傑斯 克(Mark Jeske) 著;
恩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6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847-9-6 (平裝) 普遍級
指向終末的創世記/莊東傑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0-398-3 (PDF)
普遍級
施打新冠疫苗前必讀的書/森下竜一
作; 李振延譯 .-- 臺北市 : 有故事,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921-9-2 (EPUB) NT$180 普遍級
施 洗 約 翰= John, the baptist/ 李承 勳
作 .-- 初 版 .-- 桃 園 市 : 李 承 勳 ,
10409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41-6 (平裝) 普遍級
春上明月山/徐坤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30-63-1 (EPUB)
NT$320 普遍級
查良鑑董事長紀念專輯/謝鶯興編 .-臺中市 : 東海圖書館,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8-106-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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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59-6-3 (EPUB) 普遍級
洗錢防制法大意. 2022/林崇漢, 林彙
桓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57-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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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08-5-3
(EPUB) 普遍級
活出真正的自己,就不再生病/梯谷幸
司作; 高宜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669-1 (EPUB) 普遍級
洛克菲勒給兒子的三十封信/洛克菲
勒作; 龍婧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22-7 (EPUB) NT$230 普遍級
為什麼 100 隻貓無法吃掉 1 隻老鼠?:
從個人、團體到社會,6.5 個日常故事
帶你建構生活中的賽局思維/鎌田雄
一郎著; 張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43-9 (EPUB) 普遍級
為什麼 100 隻貓無法吃掉 1 隻老鼠?:
從個人、團體到社會,6.5 個日常故事
帶你建構生活中的賽局思維/鎌田雄
一郎著; 張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44-6 (PDF) 普遍級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30 天. 2022/30 天
國 際 聯 禱 (30 Days of Prayer
International)作; 30 天中文編譯團隊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帶路國際商貿
諮詢顧問, 11103 .-- 36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316-5-9 (平裝)
普遍級
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30 天. 2022/30 天
國 際 聯 禱 (30 Days of Prayer
International)作; 30 天中文編譯團隊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帶路國際商貿
諮詢顧問,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316-6-6 (PDF) 普遍級
界線= 境界線/中山七里著; 劉姿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44-1 (PDF) 普遍級
界線= 境界線/中山七里著; 劉姿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52-6 (EPUB) 普遍級
疫後經濟大崩盤: 通膨海嘯後崩盤的
市場與新商機/韓相完(한상완), 趙炳
鶴(조병학)著; 李于珊, 顏崇安譯 .-148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356-6 (PDF)
普遍級
看不見的更關鍵: 如何打通工作與生
命的任督二脈/孔毅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啟示,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90-3-7 (EPUB) 普遍級
*砍材.扛材.放材.小份尾在地故事集/
許清山, 陳擧琇, 楊萬古, 賴春義, 莊
龍生, 陳月娥, 何鍾芹秋, 穆秀環, 陶
鏞輝, 葉江水, 王秀, 曾昱勳, 林鈺曄
文字; 許清山, 陳擧琇, 賴春義, 楊萬
古, 何鍾芹秋, 穆秀環, 陶鏞輝, 葉江
水, 王秀, 林陳素, 鍾招蘭, 莊龍生, 曾
昱勳, 林鈺曄繪圖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11101 .-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3331-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秋光變奏曲/陳嘉珍執筆; 陳馨怡繪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1103 .-- 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07-58-8 (精裝) 普遍級
美的曙光/蔣勳主講 .-- 初版 .-- 新竹
市 : 竹科廣播, 11102 .-- 約 43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28-1 (線上
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美的覺醒/蔣勳主講 .-- 初版 .-- 新竹
市 : 竹科廣播, 11102 .-- 約 39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30-4 (線上
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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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172-4
(EPUB) 普遍級
美學四書: 柏拉圖文藝對話集+詩學+
判斷力批判+美學/柏拉圖(Plato), 亞
里 斯 多 德 (Aristotle), 康 德 (Immanuel
Kant), 黑格爾(G. W. F. Hegel)著; 朱光
潛, 劉效鵬, 李秋零譯 .-- 1 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3 .-- 冊 .-- ISBN 978626-317-644-7 (全套: 平裝) NT$2800
普遍級
耶穌說故事: 再思基督徒生活= Tell
me a story/馬克.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75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304-8-9 (平裝) 普遍級
背叛者/保羅.比迪(Paul Beatty)著; 何
穎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24-0 (PDF) 普遍級
背叛者/保羅.比迪(Paul Beatty)著; 何
穎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25-7 (EPUB) 普遍級
胡督魔法: 北美民間魔法指南/胡督.
森.莫伊斯作; 張笑晨翻譯 .-- 初版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08-16-1 (EPUB) 普遍
級
胡督魔法: 北美民間魔法指南/胡督.
森.莫伊斯作; 張笑晨翻譯 .-- 初版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08-17-8 (PDF) 普遍級
致富科學: 啟動豐盛願景、轉化創造
思維,讓千萬人成功脫貧的百年經典/
華勒斯.華特斯作; 蔡仲南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62-2-7 (PDF)
普遍級
致富科學: 啟動豐盛願景、轉化創造
思維,讓千萬人成功脫貧的百年經典/
華勒斯.華特斯作; 蔡仲南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62-3-4 (EPUB)
普遍級
茂詮企業社: SAP ERP 導入結案報告
/江紜姍, 王薇綺, 潘昱嘉, 黃美惠, 王
宇萱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
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6-3-5 (PDF) 普遍
級
英文字彙字識+. Level 5/王祈堯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5-67-8 (PDF) 普遍級
英文字彙字識+. Levels 3&4/王祈堯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
文教,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5-68-5 (PDF) 普遍級
英雄養成記: 歷代功臣的豐功偉業/
韓明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87-8 (EPUB) 普遍級
英雄養成記: 歷代功臣的豐功偉業/
韓明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88-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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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47-2 (EPUB) 普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30 日,中華航空公司 CI922
班機,空中巴士 A330-302 型機,國籍標
誌及登記號碼 B-18352,爬升階段 1 號
發動機起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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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9-06-8 (PDF) 普遍
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7 日,內政部空中勤務總
隊,AS365 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NA-103,執行模擬尾旋翼失效程序時
墜 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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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19-07-5 (PDF) 普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7 日,高雄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第 T05 編組,前鎮之星站列車火
災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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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19-03-7 (PDF) 普遍級
風系魔法/艾絲翠.泰勒(Astrea Taylor)
著; 非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20-2 (EPUB) NT$336 普遍級
飛行的奧義: 時間、地理、科學,詩
人飛行員探索天地奧祕的自然觀察/
馬克.凡霍納克(Mark Vanhoenacker)著;
呂奕欣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091-1 (EPUB) NT$279 普遍級
食物漬/石原洋子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46-52-4 (EPUB) 普遍
級
食物漬/石原洋子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46-53-1 (PDF) 普遍級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SAP ERP 導入結
案報告/劉禎, 張雅棣, 曾晟庭, 廖品雅
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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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規劃學會,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846-2-8 (PDF) 普遍級
食慾科學的祕密,蛋白質知道: 從動
物攝食偏好破解人類飲食的密碼,一
場橫跨三十年的營養實驗/大衛.盧本
海默(David Raubenheimer), 史蒂芬‧
辛普森(Stephen J. Simpson)作; 鄧子衿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03-3
(EPUB) 普遍級
乘風飛: 閱讀現代/賴昭吟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2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318-3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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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082-7-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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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48-6 (PDF) 普遍級
凌雲健筆: 蕭世瓊書法創作展= An
exhibition of creativity by Hsiao ShihChiung/蕭世瓊創作 .-- 臺中市 : 十駕
齋書法研究室, 11103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409-1-3 (平裝)
普遍級
原汁原味: 備忘錄/黃譯儀作 .-- 花蓮
縣 : 黃譯儀, 11104 .-- 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62-1 (平裝) 普遍
級
員青美展暨扇形車庫鐵道寫生比賽
聯展: 2022 第 48 回員青美展/陳振吉
總編輯 .-- 第一版 .-- 彰化縣 : 員青藝
術協會, 11102 .-- 72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84891-9-6 (平裝) 普遍
級
家庭神學: 獨身、婚姻和家庭的神學
反思/黃國維著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27-3 (EPUB) 普遍級
展望新時代: 設計嬰兒、明日的代價
/ 羅 伯 特 .L. 克 里 茲 曼 (Robert L.
Klitzman), 傑夫.布斯(Jeff Booth)著; 沈
聿德, 費克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626-95761-2-8 (全套:平裝) NT$970 普
遍級

料理研究家的簡單生活學: 日本國民
料理天后的處世哲學,45 則實踐好感
生活的風格練習/有元葉子著; 葉韋
利譯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19-0
(PDF) 普遍級

泰山區環境與生態教育年報. 110=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nual report of
Taishan district/蒲彥光主編 .-- 新北市 :
明志科大行動導向辦公室, 11102 .-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87336-3 (平裝) 普遍級

料理研究家的簡單生活學: 日本國民
料理天后的處世哲學,45 則實踐好感
生活的風格練習/有元葉子著; 葉韋
利譯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20-6
(EPUB) 普遍級

海 洋環境污 染與防治 管理 / 蕭葆羲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76-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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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079-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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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7-2-8 (EPUB) NT$360 普遍級
書與旅行/林瑞昌 Domingo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12-7 (PDF)
NT$390 普遍級
書與旅行/林瑞昌 Domingo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13-4
(EPUB) NT$390 普遍級
校園共創農村實踐: 44 個農學共創的
創新實現/林美齡, 翁舒玫, 夏凡玉, 陳
筱君, 張立宇, 張愛玲撰文 .-- 初版 .-南投縣 : 農委會水保局,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0-60-8 (PDF)
普遍級
氣: 生命的第一要素: 現代生命科學
身外求法的遺珠之憾/王錦華(Darcy
G.H. Wang)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王
錦華, 11102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48-5 (平裝) 普遍級

浮世繪全覽/潘力著 .-- 臺北市 : 任性,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04-0-8 (PDF) 普遍級

真諦大師: 漢傳唯識宗先驅/黃國清
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46-1 (EPUB) NT$380 普遍級
真諦大師: 漢傳唯識宗先驅/黃國清
編撰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47-8 (PDF) NT$380 普遍級
破解達文西/蔣勳主講 .-- 初版 .-- 新
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405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35-9
(線上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浮世繪全覽/潘力著 .-- 臺北市 : 任性,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04-1-5 (EPUB) 普遍級

祖國特刊/戚嘉林總編輯 .-- 臺北市 :
祖國雜誌社, 11103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675-1-6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烈燄之心: 隨著神操律動祈禱/邁可.
哈特(Michael Harter)編; 張令憙譯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6-972-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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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138-0 (EPUB) 普遍
級

留住相愛,停止傷害: 臨床實踐的失
智症照顧方案,陪伴患者也照顧自己,
走出情感疲勞,找回生活平衡/二花小
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372-6 (PDF) 普遍級

*耕讀集: 第十一屆美濃後生文學獎/
徐翊瑄等著作; 古錦松主編 .-- 高雄
市 : 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
11102 .-- 14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013-2-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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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37-3 (EPUB) 普遍級
病毒圈: 從 COVID-19、流感到愛滋
與伊波拉,全面認識在我們身邊的病
毒/法蘭克.萊恩(Frank Ryan)著; 范明
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41-5 (EPUB) 普遍級
病從所願: 我知道病是怎麼來的/隱
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40-1 (EPUB) 普遍級

氣味文明史: 從惡魔的呼吸到愉悅的
香氣,一段文藝復興到 21 世紀的人類
嗅覺開發史/羅勃.穆尚布萊著; 邱瑞
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40-8 (EPUB) 普遍級

益得棉織有限公司: SAP ERP 導入結
案報告/陳立堯, 蔡欣彤, 包豐碩, 吳文
俊, 葉盈佩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6-1-1 (PDF)
普遍級

氣的原理(暢銷紀念版): 人體能量學
的奧祕/湛若水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189-2 (EPUB) 普遍級

真心話大考驗/葉汶珊編著 .-- 新北
市 : 大拓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11-161-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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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假自尊: 為何再怎麼努力,內
心仍然空虛不安?/全美暻著; 鄭筱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68-6 (PDF) 普遍級
脆弱的假自尊: 為何再怎麼努力,內
心仍然空虛不安?/全美暻著; 鄭筱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69-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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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48-1 (PDF) 普遍級
酒神舒曼 American Bar 調酒聖經: 490
道雞尾酒譜+110 項基酒知識,當代調
酒師及酒吧經營者必備工具書,居家
品飲升級指南!/查爾斯.舒曼(Charles
Schumann)作; 岡特.馬泰(Günter Mattei)
繪; 魏嘉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
木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395-8 (EPUB) NT$593 普
遍級

閃 亮 如 星: 價值 觀 和 行 為的 重 生 =
Shine like stars/ 馬 克 . 傑 斯 克 (Mark
Jeske)著; 恩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
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
路德會, 11103 .-- 68 面; 15 公分 .-ISBN 978-626-95847-5-8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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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菓
子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71-3-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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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菓
子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71-4-4 (PDF) 普遍級
骨董<拍賣年鑑>. 2022= 2022 antiques
Chinese art auction records/骨董<拍賣
年鑑>編輯委員會編輯 .-- 臺北市 : 華
藝文化, 11104 .-- 500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06308-2-4 ( 平 裝 )
NT$2000 普遍級
鬼才養成記: 歷代能人的黃金頭腦/
韓明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86-1 (EPUB) 普遍級
鬼才養成記: 歷代能人的黃金頭腦/
韓明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94-6 (PDF) 普遍級
做人要圓融,做事要靈活/羅策編著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4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17-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做孩子需要的媽媽,就好: 教授媽媽
郭葉珍[馭、愛、聽]三步驟,化解衝
突,讓孩子願意聽你說/郭葉珍著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781-8 (EPUB)
普遍級
做個更好的管理者套書: <<做一個更
好的管理者>>、<<管理者解答之書
>>/邁可.阿姆斯壯(Michael Armstrong),
芭芭拉.米契爾(Barbara Mitchell), 科
妮莉亞.甘倫(Cornelia Gamlem)著; 侯
嘉珏, 胡曉紅, 張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出,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44-33-9 (全套:平裝) NT$970 普
遍級

動物保護教育: 同伴動物/謝孟琚, 周
美香, 周駿城, 彭雅玲, 梁宥憑, 鄭昱
蘋, 陳芃欣, 江右瑜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6-33-4 (PDF) 普遍級

強者找方法,失敗者製造問題: 昨天
是過期的支票,明天是尚未兌現的本
票,只有今天是可以流通的現金/林庭
峰, 吳學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39-7 (EPUB) 普遍級

動物農莊: 獨家首度收錄歐威爾文章
<我為何寫作>、原版被迫刪除作者
序<新聞自由>/喬治.歐威爾作; 張家
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686-4 (PDF) 普遍級

彩鷸小嘉冬奇幻之旅/余遠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23-446-3
(EPUB) 普遍級

動物農莊: 獨家首度收錄歐威爾文章
<我為何寫作>、原版被迫刪除作者
序<新聞自由>/喬治.歐威爾作; 張家
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687-1 (EPUB) 普遍級
商界菁英搶著上的六堂藝術課: 30 幅
全彩名畫 X6 大關鍵字 X6 大習作,扭
轉框架限制,建立觀點,快速判斷.精
準決策/末永幸歩著; 歐兆苓譯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957-658-782-5 (EPUB) 普遍
級
國中生物一點都不難/張子方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99-7 (PDF)
普遍級
國中理化一點都不難/陳大為, 王昊,
王虹, 吳大鳴, 王翰作 .-- 四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47-8 (PDF) 普遍級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年報. 110 年/王
蕓瑛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科工館,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6-31-0 (PDF) 普遍級
將平凡的事做得不平凡: 羅輯思維.
人文篇/羅振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69-9 (PDF) 普遍級
帶著學齡前兒童一起了解就醫時的
檢查/蕭雅文, 黃心樹作 .-- 臺中市 :
中臺科大,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351-7-5 (PDF) 普遍級
*張坤樹書法展/張坤樹編輯 .-- 高雄
市 : 張坤樹, 11102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58-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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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幸福快樂: 兩性與婚姻= Happily
ever after/馬克.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7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847-8-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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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46-7 (PDF) NT$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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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47-4 (EPUB) NT$520 普遍級
從現在開始,帶孩子遠離過敏: 異位
性皮膚炎、過敏氣喘與過敏鼻炎,從
預防、控制到治療黃瑽寧醫師給父
母的安心提案/黃瑽寧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187-4 (EPUB)
普遍級
從現在開始,帶孩子遠離過敏: 黃瑽
寧醫生說故事: 過敏的故事/黃瑽寧
作.朗讀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
下, 11103 .-- 約 2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186-7 (1CD:有聲書光碟
片) NT$1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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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11-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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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57-1 (EPUB) 普遍級

情緒困擾自救手冊套書: <<憂鬱症自
救手冊>>、<<焦慮恐慌自救手冊>>、
<<高敏感情緒自救手冊>>/李.科爾
曼(Lee H. Coleman), 海倫.奧德斯基
(Helen Odessky), 卡魯恩.霍爾(Karyn D.
Hall); 董小冬, 趙燕飛, 李恩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3 .-- 冊 .-ISBN 978-626-7044-29-2 (全套:平裝)
NT$1100 普遍級
控制脫鈎: 游祥禾的 14 堂人生課,從
孤獨到感恩,拓寬你無法擺脫控制的
認知/遊祥禾作; 江依倫朗讀 .-- 臺北
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2 .-- 約 45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82-8
(線上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探索米開朗基羅/蔣勳主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40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36-6
(線上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探索問題比尋找答案更重要/高橋源
一郎著; 嚴可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75-2-1 (EPUB) 普遍級
探索問題比尋找答案更重要/高橋源
一郎著; 嚴可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75-3-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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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472-6
(EPUB) 普遍級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53-8 (PDF) 普遍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95-3 (EPUB) 普遍級

教養: 夠好,就好: 心理師爸爸的冒險、
陪伴與信念/林仁廷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幸福綠光,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709-2-8 (PDF) 普遍級

被消失的中國史. 2, 合縱連橫到楚漢
相爭/白逸琦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
讀,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8-591-2 (EPUB) 普遍級

教養寶典: 毒親教養/世上哪有問題
兒童/吳娟瑜, 西剛志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065-27-3 ( 全 套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規則變化對優秀跆拳道運動員技戰
術特徵的影響/黃信捷著 .-- 初版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49-1 (EPUB)
NT$500 普遍級

教學實務技術報告書: 跨領域整合教
學與實作教學對師生成長之教學實
務報告/胡凱揚作 .-- 初版 .-- 花蓮市 :
慈濟科大, 11102 .-- 49 面; 29 公分 .-ISBN 978-626-95226-0-6 (平裝) 普遍
級

這些商務行話為什麼這麼有哏?: 趣
味解析 301 個內行人才懂的商務詞
彙,讓你聽得懂、還會用,不再一臉表
情包/鮑勃.威爾馮(Bob Wiltfong), 提
姆.伊藤(Tim Ito)著; 林楸燕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4-36-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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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7-85-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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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40-3 (EPUB) 普遍級
現代樂理超簡單學習法/蔡文展作 .-第九版 .-- 雲林縣 : 酷派音樂, 11103 .- 1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698-5-7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排灣族神話與傳說/田哲益(達西烏拉
彎.畢馬)著 .-- 第二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04-0 (EPUB) 普遍級

*第一次不愛你就上手/夢若妍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50-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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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9-87-6
(EPUB) 普遍級

*第一次不愛你就上手/夢若妍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651-6 (PDF)
普遍級

教我禱告: 禱告的態度與實踐= Teach
me to pray/馬克.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77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304-7-2 (平裝) 普遍級
教 育孩子要 有一點智 慧 /陳淑華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第一次日本自由行/潘彥芸著 .-- 新北
市 : 雅典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467-7-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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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76-7 (PDF) 普遍級
*通識教學創新、跨域與實踐研討會
論文集. 2021/樊祖燁, 游雯絢, 陳明郁,
彭建文, 趙麗萍, 莊仁玲, 鄭靜怡, 黃
淑芬, 陳建文, 曾育峰, 簡詩穎, 林健
群, 王璟, 蔡知臻, 吳俐雯, 林原宏, 易
正明, 林銘福, 呂紹勳, 凃玟妤, 楊淑
如, 吳宗翰, 羅文星, 陳穎慧, 曾淯琪,
陳莉榛著; 毛嘉莉主編 .-- 新北市 : 致
理科大, 11102 .-- 216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06196-5-2 (平裝) 普遍
級
連股市小白都懂的股票投資: 選對股
穩穩賺,實證有效、多空都獲利的實
戰策略與心法/保羅.姆拉傑諾維奇
(Paul Mladjenovic)著; 陳正芬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59-3-3 (PDF)
普遍級

處 理 自 己 的 否 定 句 /Ruowen Hua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76-2 (PDF) 普遍級

連股市小白都懂的股票投資: 選對股
穩穩賺,實證有效、多空都獲利的實
戰策略與心法/保羅.姆拉傑諾維奇
(Paul Mladjenovic)著; 陳正芬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59-4-0 (EPUB)
普遍級

處 理 自 己 的 否 定 句 /Ruowen Hua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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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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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盤法/相場師朗作; 張婷婷譯 .-- 臺
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57-658-778-8 (EPUB) 普遍
級
透過照片與圖解: 完全掌握脖子.肩
膀.手臂的畫法/HOBBY JAPAN 作; 邱
顯惠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北星圖
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2-15-9 (PDF) NT$280 普遍級
透過照片與圖解: 完全掌握脖子.肩
膀.手臂的畫法/HOBBY JAPAN 作; 邱
顯惠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北星圖
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2-19-7 (EPUB) NT$280 普遍級

最輕鬆好背的衍生記憶法,韓文單字
語源圖鑑/阪堂千津子著; 陳欣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57-0
(PDF) 普遍級
最輕鬆好背的衍生記憶法,韓文單字
語源圖鑑/阪堂千津子著; 陳欣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58-7
(EPUB) 普遍級
創 建 你 的 魔 法 學 校 : 幼 兒 /JeanJacques Gabriel 作 .-- 臺中市 : 華祈寧,
11104 .-- 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06-5 (平裝) 普遍級

陪傷心的人聊聊/凱蒂.可倫波斯
(Katie Colombus)著; 祁怡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5-21-9
(EPUB) NT$315 普遍級

創造一個心理病態/馬克.佛里史東
(Mark Freestone)著; 林金源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599-1
(EPUB) NT$3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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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33-1 (PDF) NT$420 普遍級

創造快樂大腦: 重塑大腦快樂習慣提升血清素、多巴胺、催產素(愛情
荷爾蒙)、腦內啡/羅瑞塔.葛蕾吉亞
諾.布魯寧(Loretta Graziano Breuning)
作; 王美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閱
樂國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824-1-9 (EPUB) 普遍
級

章紋宛/張文菀作 .-- 新北市 : 張文菀,
11103 .-- 65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3-9880-5 (平裝) 普遍級
麥肯錫、史丹佛都在用的思考筆記
(復刻版): 活用 16 圖表,工作效率提升
3 倍!/松島準矢著; 黃瓊仙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4-87-2 (PDF)
普遍級
麥肯錫邏輯思考術: 你也能成為世界
一流的問題解決專家/莊雲鵬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08-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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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38-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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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41-0 (EPUB) 普遍級

創造快樂大腦: 重塑大腦快樂習慣提升血清素、多巴胺、催產素(愛情
荷爾蒙)、腦內啡/羅瑞塔.葛蕾吉亞
諾.布魯寧(Loretta Graziano Breuning)
作; 王美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閱
樂國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824-2-6 (PDF) 普遍級
博揚古籍選. 文教篇: 初學指南尺牘
(民國三十四年,盛興書局)/楊蓮福總
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
11102 .-- 5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00-58-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喜 悅 的 祝 福 教 學 手 冊 : 幼 兒 /JeanJacques Gabriel 作 .-- 臺中市 : 華祈寧,
11104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793-8 (平裝) 普遍級
喜 樂 的 服 事 : 服 事 的 態 度 = Joy in
serving/ 馬克. 傑斯 克 (Mark Jeske) 著;
恩典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69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847-6-5 (平裝) 普遍級
尋找百倍股/克里斯多福.邁爾
(Christopher Mayer)著; 李靜怡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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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26-8 (PDF)
普遍級
尋找百倍股/克里斯多福.邁爾
(Christopher Mayer)著; 李靜怡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27-5 (EPUB)
普遍級
就愛隨手畫插畫: 1 支原子筆+O△□
畫出人人誇的圖案!/白熊奈奈著.繪;
林 佩 蓉 譯 .-- 臺 北 市 : 創 意 市 集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9-89-0 (EPUB) 普遍級
揮 別 禁 錮: 面 對 生 命 隱 患= Set me
free/馬克.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典
時刻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版 .-臺北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75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847-3-4 (平裝) 普遍級
智慧的珍寶: 聆聽智慧的聲音/邵貴
恩(Gwen Shaw)著; 李琳譯 .-- 臺北市 :
以琳,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9209-98-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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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3-99-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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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00-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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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039-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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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040-3 (EPUB) 普遍
級
焦糖甜點全圖鑑: 6 種基礎焦糖技法
解密,可直接吃、當餡料、做裝飾!糖
果 X 餅乾 X 蛋糕 X 塔派,一窺焦糖名
店經典配方/皮允姃著; 陳靖婷譯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0-539-4 (EPUB)
普遍級

無,生命的最佳狀態: 用科學方法消
除痛苦與不安/鈴木祐作; 吳怡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5-666-0
(EPUB) NT$320 普遍級
無言歌/崔舜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281-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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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41-0 (EPUB) 普遍級
猶太人這樣想、這樣做: 200 則讓全
世界買單的成功術/史威加.貝爾格曼
(Zvika Bergman)著; 范曉譯 .-- 二版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57-32-9477-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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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潮浪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48-1-0 (PDF)
普遍級
童顏吾記話當年/邱登祥著 .-- 初板 .- 桃園市 : 邱登祥, 11102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845-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等待風起: 古典文學閱讀/賴昭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2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3176 (平裝) 普遍級
絕對不會背叛你的 K 書祕笈: 靠你的
努力完成 14 天讀書習慣大改造。/李
相旭著; 楊筑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11-9 (PDF) 普遍級
絕對不會背叛你的 K 書祕笈: 靠你的
努力完成 14 天讀書習慣大改造。/李
相旭著; 楊筑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17-1 (EPUB) 普遍級
紫微斗數 200 問/杜易峰作 .-- 初版 .-臺北市 : 達觀,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8-11-0 (EPUB) 普遍
級
給存股新手的財富翻滾筆記: 最適合
小資族的「金融股 543 規律」,用薪
水 4 萬輕鬆打造年收股息 20 萬!/小
車 X 存股實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50-0 (EPUB) 普遍級

分 .-- ISBN 978-626-95781-3-9 (EPUB)
普遍級

給存股新手的財富翻滾筆記: 最適合
小資族的「金融股 543 規律」,用薪
水 4 萬輕鬆打造年收股息 20 萬!/小
車 X 存股實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51-7 (PDF) 普遍級

越南語實用會話 B1 上/ISAYTEC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81-4-6 (PDF)
普遍級

給設計系學生的初級日語. Ⅱ/王敏
東, 王文宣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54-46-9 (PDF) 普遍級
華人回家: 創世紀與華人先祖/莊東
傑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道 聲 ,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399-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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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46-6-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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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46-7-5 (EPUB)
普遍級
象徵主義前期與其在中華文化世界
中的接受問題: 以迦爾洵、梅烈日科
夫 斯 基 、 索 洛 古 勃 為 例 =
Рецепция
раннесимволистс
кой эпохи в мире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Гаршин,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Сологуб/ 瓦 列 格 夫
(Волегов Алекс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2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310-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越南語基礎會話 A1 下/ISAYTEC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81-1-5 (PDF)
普遍級
越南語基礎會話 A1 下/ISAYTEC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81-2-2 (EPUB)
普遍級
越南語實用會話 B1 上/ISAYTEC 作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2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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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效心智圖學習法/東尼.博贊
(Tony Buzan)著; 蔡承志譯 .-- 二版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8-201-1
(EPUB)
NT$182 普遍級
超數位讀國學: 用數據探索製作教案,
用思辨引導深度討論/邱詩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59-1 (PDF)
NT$320 普遍級
超簡單!最實用的旅遊越語/阮氏春鵬
編著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67-5-6
(PDF) 普遍級
進步一點點,人生就會不一樣/洪蘭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86-5 (EPUB) NT$400 普遍級
進步一點點,人生就會不一樣/洪蘭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87-2 (PDF)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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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06-6 (EPUB) 普遍級
進擊的公民: 探索社會議題的法律指
南/王鼎棫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
林,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6-184-9 (EPUB) 普遍級
開房間/王天寬作; 王天寬朗讀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1102 .-- 約 10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44-4 (線上
有聲書(MP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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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74-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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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75-9 (EPUB) 普遍級

隋唐與後三韓關係及日本遣隋使遣
唐使運動/王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2-82-8 (PDF) NT$266 普遍
級

暘晟公司: SAP ERP 導入結案報告/劉
書羽, 曾筠淇, 張子瑜, 李懿祝, 余帛
儒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企業
資源規劃學會,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846-0-4 (PDF) 普遍級

雅思寫作聖經: 小作文/韋爾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34-4-1 (PDF)
普遍級

極限返航/安迪.威爾(Andy Weir)著;
郭 庭 瑄 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776-4 (EPUB) 普遍級

雲端技術與網際網路應用實務/陳月
香著 .-- 初版 .-- 苗栗縣 : 臺灣國際專
業認證學會, 11102 .-- 1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996-6-1 (平裝)
NT$295 普遍級

煩惱斷捨離: 思慮更澄淨的腦內垃圾
掃除法/苫米地英人作; 歐兆苓翻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書 坊 文 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770-0 (EPUB) 普遍級

順勢溝通: 一句話說到心坎裡!不消
耗情緒,掌握優勢的 39 個對話練習/
張忘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473-3 (EPUB) 普遍級

煩惱斷捨離: 思慮更澄淨的腦內垃圾
掃除法/苫米地英人作; 歐兆苓翻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書 坊 文 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771-7 (PDF) 普遍級

傳家/姚任祥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姚任祥, 11102 .-- 冊 .-- ISBN 978-95743-9838-6 (全套:精裝) 普遍級

瑜伽秘要: 瑜伽經、哈達瑜伽明燈、
葛蘭達本集、希瓦本集合集/波檀迦
利 (Maharsi Pantanjali), 史 瓦 特 瑪 拉
(Swatmarama Yogi)著; 楊台基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啟示,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90-0-6 (EPUB)
普遍級

傳說裡的心理學/鐘穎作 .-- 初版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2 .-- 冊 .-- ISBN
978-626-7108-14-7 ( 全 套 : 平 裝 )
NT$1050 普遍級
意念使用手冊: 瞬間改變時間和空間
的量子習慣/村松大輔著; 黃詩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3-819-4
(EPUB) 普遍級
意念導引: 修復情緒和壓力傷害的身
心互動法/姜義堅作 .-- 臺北市 : 如何,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6-620-3 (EPUB) 普遍級
感性設計國際研討會百感交集論文
集. 2021/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
研究所主編 .-- 初版 .-- 台中市 : 台灣
感性學會,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34-0-9 (PDF) 普遍級
感覺更好: 瞭解自己= Feeling better/
馬克.傑斯克(Mark Jeske)著; 恩典時刻
多語言出版翻譯組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11103 .-- 68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95847-10 (平裝) 普遍級
新世紀鋼琴台灣民謠 30 選/何真真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麥書國際文化,
11102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629-9-5 (平裝) 普遍級

當文創遇上法律: 公司治理的挑戰/
劉承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18-6 (PDF) 普遍級

- 15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730-9-8 (精裝皮面拉鍊索引-藍白)
普遍級
葉過林隙: 楊牧和他們的東海/周芬
伶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
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54-3 (EPUB) 普遍級
解決人生難題的關鍵思維/王希著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42-4 (EPUB)
普遍級
解惑: 證嚴法師答客問. 三, 人生智慧
與修養篇/釋證嚴講述; 靜思僧團輯
錄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24-5-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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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18-12-2 (EPUB) 普遍
級
資料故事時代/布倫特.戴克斯(Brent
Dykes)作; 洪慧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33-6 (PDF) 普遍級
資料故事時代/布倫特.戴克斯(Brent
Dykes)作; 洪慧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34-3 (EPUB) 普遍級

當文創遇上法律: 公司治理的挑戰/
劉承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
術家庭,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19-3 (EPUB) 普遍級

跟我學 Windows 11 暢快體驗 x 效率
爆發/志凌資訊, 郭姮劭作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14-5 (PDF)
NT$490 普遍級

當名畫遇見毒品特展/楊中信作 .-- 臺
中市 : 自然科學博物館,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6-35-8
(EPUB) 普遍級

跟著旅行做設計/丁荷芬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夢想誌國際,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5554-0-1 (PDF)
NT$128 普遍級

當初國文課有學到這些就好了: 瑞典
扎根民主的語文素養/吳媛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45-0-5 (EPUB)
NT$380 普遍級

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 結巴貴公子韓
非說故事/王文華作; 凌嘉陽朗讀 .-新北市 : 小熊, 11103 .-- 約 64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79-8 (線上有
聲書(MP3)) NT$320 普遍級

當初國文課有學到這些就好了: 瑞典
扎根民主的語文素養/吳媛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45-1-2 (PDF)
NT$380 普遍級

跨國法之啟蒙與薪傳: 李復甸教授七
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王士維, 王國治,
王啟行, 伍偉華, 何佳芳, 吳光平, 吳
盈德, 宋連斌, 李後政, 林昕璇, 林恩
瑋, 孫韓旭, 許兆慶, 許志華, 許耀明,
陳志瑋, 陳盈如, 曾麗凌, 馮霞, 蔡佩
芬, 鄭瑞健, 賴淳良, 藍元駿著 .-- 初

聖經和合本= The Holy Bible/ .-- 初
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1103 .155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678-2 (PDF)
普遍級
遊樂場所/林文心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4-137-7 (PDF) 普遍級
遊樂場所/林文心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4-138-4 (EPUB) 普遍
級
遊戲人生 72 變: 線上.實體遊戲教學
一本通/莊越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07-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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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0-218-0 (EPUB) 普遍級
道德部落: 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
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約書亞.格
林(Joshua D. Greene)著; 高忠義譯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04-2 (EPUB)
普遍級
道は私の心に在る: 得道の時代的な
意義= 一貫義理與道德心靈的重建/
林榮澤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仁風
文創書苑, 11102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65-5-5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過目不忘讀書法: 不用抄寫、死背硬
記,透過圖像驅動閱讀法啟動沉浸式
學習,看一眼就忘不掉/池田義博著;
李貞慧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50-5 (EPUB) 普遍級
隔離: 封城防疫的歷史、現在與未來
/傑夫.馬納夫(Geoff Manaugh), 妮可拉.
特莉(Nicola Twilley)著; 涂瑋瑛, 蕭永
群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商 周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05-9 (EPUB) 普遍級
電子電路學理論與應用/蕭志清著 .-初版 .-- 苗栗縣 : 臺灣國際專業認證
學會, 11102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96-5-4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電器行: SAP ERP 導入結案報告/彭建
喬, 曾薇瑄, 蔡幸蓁, 陳永清編著 .-- 桃
園市 :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186-9-3 (PDF) 普遍級
飼料家禽統合經營= Feed and poultry
industry integration/洪健民編著 .-- 第
二版 .-- 臺北市 : 洪健民, 11102 .-- 1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850 (平裝) 普遍級
圖解迴歸分析/陳耀茂作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641-6 (PDF) 普遍級
圖像 Angular 開發入門: 打造高靈活
度的網頁應用程式/黃俊壹(阿壹)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48-1 (PDF) NT$600 普遍級
圖像 Angular 開發入門: 打造高靈活
度的網頁應用程式/黃俊壹(阿壹)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49-8 (EPUB) NT$600 普遍級
塵 三 作 品 集 2017-2021= Chen San
collection 2017-2021/塵三[作] .-- 臺北
市 : 穎川畫廊, 11103 .-- 22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88699-4-3 (精裝)
普遍級
塵三畫冊= Chen San/陳慕白主編 .-臺北市 : 穎川畫廊, 10311 .-- 95 面;
27X25 公分 .-- ISBN 978-986-88699-50 (精裝) 普遍級
實用企業併購法: 理論與實務/賴源
河著 .-- 3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95-9
(PDF) 普遍級
漢字裡的中國故事/方燕紅, 曾劍平,
舒清, 萬斌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10-3 (PDF) 普遍級
漢字裡的故事: 藏在漢字裡的古代家
國志/許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
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5-31-2 (EPUB) 普遍級
漢字裡的故事: 藏在漢字裡的古代博
物志/許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
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5-32-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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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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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著; 胡
訢諄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77-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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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78-6 (PDF) 普遍級
熄 燈 : GE 衰 敗 史 / 湯 瑪 斯 . 葛 瑞 塔
(Thomas Gryta), 泰德.曼(Ted Mann)著;
陳文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
業周刊,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27-8 (EPUB) NT$500 普
遍級
熄 燈 : GE 衰 敗 史 / 湯 瑪 斯 . 葛 瑞 塔
(Thomas Gryta), 泰德.曼(Ted Mann)著;
陳文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
業周刊,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28-5 (PDF) NT$500 普遍
級
福爾摩沙鐵道浪漫印象/姚開陽作.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27-7-2
(PDF) 普遍級
種秧研究院暨種秧語文學院: YT 中/
英文教學網站影片目錄/許玉青編 .-初版 .-- 臺北市 : 許玉青, 11103 .-- 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895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管理者解答之書: 7 大面向,116 種問
題,菜鳥也能快速對應/芭芭拉.米切
爾(Barbara Mitchell), 科妮莉亞.甘倫
(Cornelia Gamlem) 著; 胡曉紅, 張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32-2
(EPUB) 普遍級
管理學與行銷策略應用解析/熊漢琳
作 .-- 初版 .-- 苗栗縣 : 臺灣國際專業
認證學會, 11102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96-4-7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精神科護理實習手冊/邱照華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華杏,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43-6 (PDF)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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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震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00-4 (EPUB) 普遍級

中心,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13-0-6 (PDF) 普遍級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59-5
(PDF) 普遍級

精實影響力: 非營利組織的創新/張
安梅著; 陳重亨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10-7 (EPUB)
普遍級

誦經與量子力學/張宏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5-17-2 (EPUB)
NT$315 普遍級

數學這樣學: 國小數學感學習. 二年
級/李源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64-5 (PDF) NT$430 普遍級

認識台灣茶套書: <<台灣茶第一堂課
>>、<<烏龍茶的世界>>/陳煥堂, 林
世偉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
版,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4527-5 (全套:平裝) NT$740 普遍級

模糊統計: 使用 R 語言/吳柏林, 林松
柏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68-3 (PDF) NT$560 普遍級

精實影響力: 非營利組織的創新/張
安梅著; 陳重亨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11-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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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58-8 (EPUB) 普遍級
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會員作品專輯.
二 0 二一/臺南市南瀛書法學會會員
著作 .-- 臺南市 : 南市南瀛書法學會,
11103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275-8-2 (平裝) 普遍級
臺灣美術兩百年/顏娟英, 蔡家丘, 黃
琪惠, 楊淳嫻, 魏竹君, 丘函妮, 林育
淳等撰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1104 .-- 冊 .-- ISBN 978-626-95639-82 (全套:平裝) NT$2500 普遍級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車輛形式圖/鄧志
忠導讀 .-- 初版 .-- 臺北市 : 蒼璧,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27-8-9 (PDF) 普遍級
與神佛溝通/張修維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宏德陽實業, 11103 .-- 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57-0-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與焦慮和解: 認知療法先驅克萊兒.
維克斯的教導/茱蒂絲‧霍爾(Judith
Hoare)著; 吳凱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行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76-8-6 (PDF) 普遍級
與焦慮和解: 認知療法先驅克萊兒.
維克斯的教導/茱蒂絲‧霍爾(Judith
Hoare)著; 吳凱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行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76-9-3 (EPUB) 普遍級
與聖經有約/楊腓力(Philip D. Yancey),
昆布蘭(Brenda Quinn)著; 譚亞菁, 黃
經偉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

誤會/卡繆(Albert Camus)著; 嚴慧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13-9 (EPUB) 普遍級
說話辦事攻心術/陶然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3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14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輕鬆看土地稅法規/陳坤涵編著 .-- 4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64-5 (PDF)
普遍級
辣椒醬/黃尊聖著 .-- 初版 .-- 彰化縣 :
黃尊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874-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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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090-8 (PDF) 普遍級
劉 博仁不藏 私的健腦 秘密 / 劉博仁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59-7-0 (EPUB) 普遍級
審美的政治: 英國藝術運動的十個瞬
間/郭婷作; 張怡沁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3 .-- 約 3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46-8 (線上有聲
書(MP3)) 普遍級
廚房/徐坤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
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57-0 (EPUB) NT$350 普
遍級
數位思潮的奇幻漂流/陳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世代金融基金會,
11102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92-2-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數位媒體互動設計/師濤編著 .-- 修訂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2 .-157

歐亞海上之主: 群雄紛起的海上大亂
鬥/傑佛瑞.格雷許著; 葉文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35-6 (PDF)
普遍級
歐亞海上之主: 群雄紛起的海上大亂
鬥/傑佛瑞.格雷許著; 葉文欽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36-3
(EPUB) 普遍級
歐戰後美國視野下的中國: 現況、海
盜與長江航行安全問題/應俊豪著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6-79-2 (PDF) 普遍級
歐戰後美國視野下的中國: 現況、海
盜與長江航行安全問題/應俊豪著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6-80-8 (EPUB) 普遍級
歐蘭多: 一部穿越三百年的性別流動
史詩(經典新譯.百年珍貴影像復刻
版)/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著; 李根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
遊者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04-2 (EPUB) 普遍級
潛富: 成為真正富人的潛意識關鍵/
約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作; 謝佳
真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777-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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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42-7 (EPUB) 普遍級
熱狗/徐坤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
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56-3 (EPUB) NT$300 普
遍級
窮人與富人的距離 0.05mm/張禮文
著 .-- 第 四 版 .-- 臺 北 市 : 海 鴿 ,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16-6 (EPUB)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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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30-3 (EPUB) NT$388 普遍級
練習被看見: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努
力,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閃閃發光/徐
多多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96-0 (PDF) 普遍級
練習被看見: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努
力,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閃閃發光/徐
多多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097-7 (EPUB) 普遍級
緘默的女孩/泰絲.格里森作; 宋瑛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07-3 (EPUB) 普遍級
緣起時枕邊細語溫存: 誦讀葛綠珂/
張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47-0 (EPUB) 普遍級
*蓮師七句祈請文: 楷書體臨摹本/烏
金仁波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德祺
文化, 11102 .-- 120 面; 21X30 公分 .-ISBN 978-626-95810-0-9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蓮師除障滿願文: 楷書體臨摹本/烏
金仁波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德祺
文化, 11102 .-- 120 面; 21X30 公分 .-ISBN 978-626-95810-1-6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蔣勳看王羲之: 深度導覽有聲書/蔣
勳主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14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44-1 (線上有聲書(MP3))
NT$299 普遍級
蔣勳看米勒: 深度導覽有聲書/蔣勳
主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12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43-4 (線上有聲書(MP3))
NT$299 普遍級

蔣勳看高更: 深度導覽有聲書/蔣勳
主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25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42-7 (線上有聲書(MP3))
NT$600 普遍級
蔣勳看華麗巴洛克: 深度導覽有聲書
/蔣勳主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
播, 11103 .-- 約 1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46-5 (線上有聲書(MP3))
NT$299 普遍級
蔣勳看羅丹: 深度導覽有聲書/蔣勳
主講 .-- 初版 .-- 新竹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12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45-8 (線上有聲書(MP3))
NT$299 普遍級
請用正念疼惜自己/波諦帕卡撒
(Bodhipaksa)著; 吳緯疆譯 .-- 初版 .-新北市 : 開朗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20-1-5 (EPUB)
普遍級
請用正念疼惜自己/波諦帕卡撒
(Bodhipaksa)著; 吳緯疆譯 .-- 初版 .-新北市 : 開朗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20-2-2 (PDF)
普遍級
調校心態: 舉起手,伸開 5 指,跟自己
擊掌,做自己最強的啦啦隊!全球百萬
網友實證的轉念習慣/梅爾.羅賓斯
(Mel Robbins)著; 謝佳真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744-0 (EPUB)
普遍級
調校心態: 舉起手,伸開 5 指,跟自己
擊掌,做自己最強的啦啦隊!全球百萬
網友實證的轉念習慣/梅爾.羅賓斯
(Mel Robbins)著; 謝佳真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745-7 (PDF)
普遍級
誰偷走了我的時間: 高效時間管理手
冊/若涵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41-7 (EPUB) 普遍級
論人生短暫: 古羅馬斯多噶學派經典
人生智慧書,關於心緒寧靜、時間與
錢財/塞內卡(Seneca)著; 柯宗祐譯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474-0 (EPUB)
普遍級
論攝影/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
黃燦然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58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02-6 (EPUB) 普遍級
賣牛記/琦君著; 田原圖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7-545-0 (EPUB) 普遍
級
輝瑞登月任務: 拯救人類的疫苗研發
計畫/艾伯特.博爾拉(Albert Bourla)著;
廖月娟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78-0 (EPUB) 普遍級
輝瑞登月任務: 拯救人類的疫苗研發
計畫/艾伯特.博爾拉(Albert Bourla)著;
廖月娟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
天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479-7 (PDF) 普遍級
墨菲定律: 為什麼會出錯的事情總會
出錯?/陳立之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23-4 (EPUB) NT$300 普遍級
器蘊茶味/李幸龍總編輯 .-- 臺中市 :
費揚古陶藝工作室, 11103 .-- 4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42-0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學習不繞路: 新北新課綱課程成果手
冊/新北市高中教師群, 中華未來學
校教育學會師資群編著 .-- 臺北市 :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 11103 .-- 7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95488-28 (平裝) 普遍級
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很冷很冷的冷知
識/黃蓉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24-1 (EPUB) NT$300 普遍級
學會象棋占卜必備 BOOK/聖元作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 11103 .-32 面; 13 公分 .-- ISBN 978-986-069253-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擁抱梵谷/蔣勳主講 .-- 初版 .-- 新竹
市 : 竹科廣播, 11103 .-- 約 41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36-37-3 (線上
有聲書(MP3)) NT$1399 普遍級
機率思考(威力加強版套書): 從華爾
街、拉斯維加斯到商業世界都在用
的「高勝算思維法」(機率思考＋莊
家 優 勢 )/ 羅 伯 . 麥 修 斯 (Robert
Matthews), 馬愷文(Jeffrey Ma)著; 高英
哲, 林麗冠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
牌,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10235-0 (全套:平裝) NT$900 普遍級

澳門政經二十年/楊鳴宇, 林仲軒, 吳
明軒, 廖志輝, 李展鵬, 呂開顏, 王紅
宇, 馬天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69-0 (PDF) NT$350 普遍級
澳洲生活必備法律常識: 不要讓權利
在澳洲睡著了/陳亮廷著 .-- 再版 .-臺北市 : 澳華國際法律事務所,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358-1-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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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665-2 (PDF) 普遍級
豫福堂廖冠凱通書便覽(平本). 民國
一一二年/廖冠凱編著 .-- 新北市 : 廖
冠凱, 11104 .-- 12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32-4 (線裝) NT$500 普
遍級
豫福堂廖冠凱通書便覽(全本). 民國
一一二年/廖冠凱編著 .-- 新北市 : 廖
冠凱, 11104 .-- 187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33-1 (線裝) NT$600 普
遍級
貓咪不要哭/蒂.瑞迪(Dee Ready)著;
屈家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24-3 (EPUB) NT$350 普遍級
選擇,不只是選擇: 全美決策領域最
知名教授,告訴你選項背後的隱藏力
量/艾瑞克.J.強森(Eric J. Johnson)作;
林麗雪譯 .-- 臺北市 : 先覺,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4-413-3
(EPUB) NT$450 普遍級
錯把工作當人生的人: 讀懂同事小劇
場,擺脫無用情緒包袱,劃清職場與生
活界線/娜歐蜜.夏拉蓋(Naomi Shragai)
著; 許恬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14-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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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143-4 (EPUB) 普遍
級
隨 想 曲 . No.1= Casual music for
orchestra no.1/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李承勳, 10407 .-- 9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9804-1 (平裝)
普遍級
隨 想 曲 . No.2= Casual music for
orchestra no.2/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李承勳, 10408 .-- 8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9805-8 (平裝)
普遍級
隨 想 曲 . No.3= Casual music for
orchestra no.3/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李承勳, 10510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9839-3 (平裝)
普遍級
隨 想 曲 . No.4= Casual music for
orchestra no.4/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李承勳, 10602 .-- 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9840-9 (平裝)
普遍級
*霍金傳: 與時空對話/楊建鄴, 龔阿
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29-6 (EPUB) NT$380 普遍級
靜坐與練習/Jean-Jacques Gabriel 作 .-臺中市 : 華祈寧, 11104 .-- 19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31-7 (平裝)
普遍級
靜思語歌集/阿鏜作曲; 釋德慇, 林芳
寬策劃製作 .-- 初版再刷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02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24-4-2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靜寂工人: 碼頭的日與夜/魏明毅作;
鄭球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2 .-- 約 23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83-5 (線上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餐飲文化空間設計/劉蔓編著 .-- 修訂
二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60-1
(PDF) 普遍級
優勢管理學: 用故事訴說企業管理,
當一個老闆欣賞、下屬愛戴的成功
經理人/吳光琛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144-1 (EPUB) 普遍
級
應用電子學/楊善國編著 .-- 二版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8-091-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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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現代貨幣理論套書: <<現代貨幣
理論：未來世界經濟的思考模式>>、
<<赤字迷思:現代貨幣理論和為人民
而生的經濟>>/蘭德爾.雷(L. Randall
Wray), 史 蒂 芬 妮 . 凱 爾 頓 (Stephanie
Kelton)作; 張慧玉, 王佳楠, 馬爽, 蔡
宗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45-282 (全套:平裝) NT$930 普遍級
禪學入門: 世界禪學宗師鈴木大拙安
定內心、自在生活的八堂課/鈴木大
拙作; 劉開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約 3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10-3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320 .-- ISBN 978-626-335111-0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普
遍級
謝立琪 KiKi 2022 個人寫真 ShaShin/
謝立琪 KiKi Hsieh, ShaShin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創笙國際, 11103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350-96 (精裝) NT$1680 普遍級
*賽局理論: 每個人都在想著怎麼贏
你/徐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30-2 (EPUB) NT$360 普遍級
賽斯讓你成為命運的創造者/王季慶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59-5 (PDF) 普遍級
賽德克族文化誌/田哲益(達西烏拉彎.
畢 馬 ), Watan Diro, 余 秀 娥 (Maruta
Buyung)著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03-3 (EPUB) 普遍級
邂逅深坑: 場域美學中的教學實踐/
王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伯特利實
業, 11102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777-0-5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鍊金術師完全事典/羅沁穎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09-7 (EPUB)
普遍級
隱居古城的書房: 疫轉心生詩集/劉
炳熹著 .-- 臺南市 : 台南東門巴克禮
紀念教會, 11103 .-- 28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95806-0-6 (平裝) 普遍
級
叢林: 關於地球生命與人類文明的大
歷史/派區克.羅勃茲(Patrick Roberts)

作; 吳國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鷹
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21-9-9 (PDF) NT$600 普遍級
叢林: 關於地球生命與人類文明的大
歷史/派區克.羅勃茲(Patrick Roberts)
作; 吳國慶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鷹
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05-0-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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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61-8 (EPUB) 普遍級
斷念的練習: 看清事情真相,學會適
時放下,人生更清爽。/名取芳彥著;
賴詩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15-7 (EPUB) 普遍級
斷念的練習: 看清事情真相,學會適
時放下,人生更清爽。/名取芳彥著;
賴詩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16-4 (PDF) 普遍級
翻譯偵探事務所: 偽譯解密!台灣戒
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賴慈芸作;
蕭淳介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
習, 11102 .-- 約 57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84-2 (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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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45-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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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46-0 (PDF) 普遍級
職場健康促進/黃千容採訪撰文; 陳
美滿, 林旭華, 王連馨, 朱馥祺, 林慧
華, 許雅綾, 黃千容, 葉洵惠, 盧靜靜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台塑企業,
11103 .-- 27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25-0-1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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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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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45-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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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73-1 (EPUB) 普遍級
職場贏家的 48 個關鍵思維/曾國棟原
著.口述; 李知昂採訪整理 .-- 初版 .-臺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8-191-5 (EPUB) 普遍
級
薩 克 斯 風 經 典 名 曲 = Saxophone
classic/卓錦漢作 .-- 高雄市 : 卓著文
化, 11103 .-- 12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95840-0-0 (第 1 冊:精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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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57-32-9493-1 (EPUB) 普遍
級
豐父: 來自父親的 73 篇智慧語錄=
Rich in mind/焦佑慧編著 .-- 臺北市 :
華新麗華, 11103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27-0-9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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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184-7 (EPUB)
普遍級
醫者無懼/大衛.諾特(David Nott)作;
林步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00-2 (EPUB) 普遍級
醫療糾紛處理及事故補償法制之研
究: 以美國法制為中心/張家維作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11-701-6 (PDF)
普遍級
醫護生理學實驗手冊/呂建陳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華杏,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45-0 (PDF)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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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85-5-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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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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162-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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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45-5 (PDF) 普遍級
懲罰孩子要有一點智慧: 給孩子一個
人性的批評與懲罰/陳淑華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德威國際文化,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8-52-1
(PDF) 普遍級
懶惰土著的迷思: 16 至 20 世紀馬來
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
於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功能/
賽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作; 陳耀宗譯 .-- 新竹市 : 陽明交通大
學出版社,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0-23-4 (EPUB) 普遍級
*羅斯柴爾德: 世界上最富有最神秘
的家族/陳潤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31-9 (EPUB) NT$360 普遍級
關節回正鬆筋奇蹟伸展操: 只要 5 分
鐘,拉開歪斜緊繃關節,校正重回健康
人體初始設定/佐伯武士著; 童唯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0-77-6 (EPUB) 普遍級
覺悟的挑戰. 下卷, 佛智所開拓的愛
與覺悟的世界/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
學經典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46-5-0
(EPUB) NT$380 普遍級
覺悟的挑戰. 上卷: 現今,嶄新的法輪
開始轉動/大川隆法作; 幸福科學經
典翻譯小組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46-4-3 (EPUB)
NT$380 普遍級
權衡: 孫子兵法教你亂世中的生存之
道/胡川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75-0 (PDF) 普遍級
*聽戴寶村說近代台灣史: 從日治到
今日,喚起寶島記憶的故事/戴寶村作.
主講 .-- 新北市 : 一刻鯨選, 11102 .-約 28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10-56-3 ( 線 上 有 聲 書 (M4A))
NT$595 普遍級

- ISBN 978-957-43-9863-8 (精裝) 普遍
級

戀戀岡山: 走讀阿公店 土地和人的
小故事(II)/謝武強, 張詠斯, 蔣為志,
王宏育, 曾煥祐, 郭秋美, 羅健福, 蔡
明富, 黃素燕, 吳正任, 歐為傑作; 蔡
文章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墟聲創
營, 11103 .-- 240 面; 34 公分 .-- ISBN
978-626-95852-0-5 (平裝) 普遍級

新譯申鑒讀本/林家驪, 周明初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539-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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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468-9 (EPUB) 普遍級
邏輯解謎大挑戰套書/霍格爾.丹貝克
(Holger Dambeck)著; 羅松潔, 王榮輝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3 .-冊 .-- ISBN 978-626-7044-34-6 (全套:
平裝) NT$8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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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63-2 (EPUB) 普遍級
讓人什麼都告訴你!國際臥底專家教
你輕鬆取得他人信任,對你掏心掏肺/
大衛.克雷格(David Craig)著; 張瓅文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180-9
(EPUB) 普遍級
讓你感動一輩子的禮物/陶淵亮著;
屠龍繪 .-- 第三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25-8 (EPUB) NT$250 普遍級
讓男人追著妳跑/麗子.凱福特(Reiko
Keifert)著; 李欣怡譯 .--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456-6 (EPUB) 普遍級
讓腦袋大躍進的史丹佛超級筆記術/
柏野尊德著; 楊毓瑩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185-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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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47-4 (PDF) NT$280 普遍級
靈修生活/邱正雄作 .-- 初版 .-- 屏東
縣 : 游明釗, 11102 .-- 224 面; 22 公分 .-

西洋哲學史/傅偉勳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7-541-2 (EPUB) 普遍
級
用心說好話/陳少民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橄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56-921-1 (PDF) 普遍級
佛藏經講義. 第十五輯/平實導師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96-0-0
(PDF) 普遍級
認識聖經的八堂課/斯托得(John R. W.
Stott)著; 劉良淑, 臧玉芝譯 .-- 修訂二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8-926-6
(EPUB) 普遍級
走天路的斷捨離: 詩篇十五首上行之
詩的古歌新唱/劉幸枝作 .-- 初版 .-新北市 : 橄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57-556-923-5 (PDF) 普遍級

輕易坦蕩事奉主/陳濟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學院,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355-79-0 (PDF)
普遍級
輕鬆自在學講道: 從預備講章到宣講,
有效觸動當代聽眾心靈/唐納.蘇努克
建 (Donald R. Sunukjian) 著 ; 謝 瑞 龍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學院,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355-82-0 (PDF) 普遍級
世界等待的福音: 在多元文化世界中
發揮宣教影響力/沃爾納.米胥克
(Werner Mischke)著; 鄭素芳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學院,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355-80-6
(PDF) 普遍級
打開閉鎖的福音之門: 從共同先祖世
界觀認識榮譽與羞辱的文化/羅蘭.穆
勒(Roland Müller)著; 陳美智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學院,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355-81-3
(PDF) 普遍級
職場標竿: 榮耀教會.全地轉化.消滅
貧窮/陳少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
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56-927-3 (PDF) 普遍級

在我裡面的: 從約翰福音尋生命之道
/沈介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56-922-8 (PDF) 普遍級

教會的公僕: 湖南聖經學院簡史
(1916-1952)/ 姚 西 伊 (Kevin Xiyi Yao)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
藝,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131-69-1 (PDF) 普遍級

高超之基督: 希伯來書信息/陳尊德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56-924-2
(PDF) 普遍級

文明世界的魔法師: 宋代的巫覡與巫
術/王章偉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549-8 (EPUB) 普遍級

跨山面海靈風吹起: 宜蘭泰雅爾的甦
醒/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基督教思想研
究中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56-925-9 (PDF) 普遍級
禮拜中的話語和音樂: 節期禮拜與主
題式禮拜/陳琇玟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橄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56-928-0 (PDF) 普遍級
世界在等待的門徒/斯托得(John Stott)
作; 黃淑惠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28-0 (EPUB) 普遍級
放眼地極/黃約瑟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橄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56-931-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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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勢對了,90%的疼痛自然好(十年暢
銷紀念版)/羅文政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春光,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3-87-7 (EPUB) 普遍級
斷背山遇真彩虹: 基督徒與教會如何
面對性別議題/楊符濟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57-556-926-6 (PDF) 普遍級
蒙古史綱/高越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中華書局,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12-85-9 (PDF) NT$266
普遍級
袁 世 凱 竊 國 記 /[ 中 華 書 局 ] 編 輯 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2-80-4 (PDF) NT$400 普遍級

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45-1 (EPUB) 普遍級

元代漢文化之活動/孫克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2-86-6 (PDF)
NT$813 普遍級

祖孫小品/張輝誠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553-6 (EPUB)
普遍級

古代中韓關係與日本/王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2-83-5 (PDF)
NT$248 普遍級

型世言/陸人龍著; 侯忠義校注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42-9 (EPUB)
普遍級

趙宋與王氏高麗及日本的關係/王儀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12-84-2 (PDF) NT$295 普遍級

警世通言/馮夢龍編撰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7-548-1 (EPUB) 普遍
級

中日關係史/李則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中華書局,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12-81-1 (PDF) NT$960
普遍級

*藤纏樹/藍博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87-547-5 (EPUB) 普遍
級

情繫西班牙/楊翠屏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7-544-3 (PDF) 普遍級

四季紅/蔣曉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87-549-9 (EPUB) 普遍
級

情繫西班牙/楊翠屏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2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7-547-4 (PDF) 普遍級
南非史: 彩虹之國/廖顯謨著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46-7 (EPUB)
普遍級
雨果: 悲慘世界浪漫心/張純瑛著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36-8
(EPUB) 普遍級

包法利夫人/福樓拜原著; 趙永芬改
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90-557-7 (EPUB) 普遍級
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邱坤良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46-8
(EPUB) 普遍級

湯姆士.華生: THINK 企業家/王珈珞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537-5
(EPUB) 普遍級
黃帝/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0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538-2 (EPUB) 普遍級
*昨夜雪深幾許/陳芳明著 .-- 初版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2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543-7
(EPUB) 普遍級
英文研究論文寫作: 搭配詞指引/廖
柏森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32-602-9 (PDF) 普遍級
*小兒子. 2, 願我們的歡樂長留/駱以
軍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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