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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例 

一、 本書目收錄每月向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圖

書（含電子書）目錄（資料時間為前一個月 2６日至本月 25 日止），目的

在報導我國最新出版圖書消息與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以完整、迅速

且有系統地反映我國每月圖書出版之概貌。 

二、本書目依性質分為「新書分類目錄」及「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兩部

分。 

三、本書目按類編排，同類下再按書名筆畫排序。其中分類目錄係參考《中文

圖書分類法》（2007 年版．類表編．修訂一版）略加調整變通，分為總

類、哲學、宗教、自然科學、電腦資訊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

傳記、語言∕文學、兒童文學、藝術等 11 大類，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

類，詳情請參閱「新書書目目次」。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分為

政府出版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兒童讀物、漫畫書、小說及雜文和其他

等諸小類。 

四、本書目之著錄依據《中國編目規則．第三版》，採符號條例式著錄。每一

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作者、版次、出版項、稽核項、集叢項、

國際標準書號、冊次號、裝訂、價格、主題詞、分類號。其中，出版年著

錄預定出版年月，並一律以民國紀年為準，如「10301」表示民國 103 年

1 月；價格若出版者未提供則從缺。主題詞係依據國家圖書館編訂之《中

文主題詞表．2005 年修訂版》著錄。書目資料如有錯誤，請以正式出版之

資料為準。 

五、書名前有「*」者，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 

六、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

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敬請利用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

（ISBNnet）」，網址為：https://isbn.ncl.edu.tw。 

七、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申辦 ISBN ∕ CIP 書目資料為基礎，推出「每日預

告書訊服務」，歡迎各界訂閱指教，網址：http://tps.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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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特藏 

民國二十一年之蔣介石先生 =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ang Kai-shek in 

1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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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冊 .-- (政大人文系列

叢書) .-- ISBN 978-626-95826-8-6 (上

冊:精裝) .-- ISBN 978-626-95826-9-3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蔣中正 2.CST: 傳記 3.CST: 歷

史檔案  005.32  

民國二十二年之蔣介石先生 =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ang Kai-shek in 

19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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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冊 .-- (政大人文系列

叢書) .-- ISBN 978-626-7147-00-9 (上

冊:精裝) .-- ISBN 978-626-7147-01-6 

(中冊:精裝) .-- ISBN 978-626-7147-02-

3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蔣中正 2.CST: 傳記 3.CST: 歷

史檔案  005.32  

民國二十四年之蔣介石先生 =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ang Kai-shek in 

1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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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冊 .-- (政大人文系列

叢書) .-- ISBN 978-626-7147-03-0 (上

冊:精裝) .-- ISBN 978-626-7147-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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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年 之 蔣 介 石 先 生  =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ang Kai-shek in 

1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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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826-5-5 (上

冊:精裝) .-- ISBN 978-626-95826-6-2 

(下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蔣中正 2.CST: 傳記  005.32  

目錄學；文獻學 

*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分析報告. 111

年 : 臺灣學術資源利用及研究主題

概況 / 王宏德, 王豐瑋, 吳柏岳, 梁鴻

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1103 .-- 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678-71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引用文獻分析 2.CST: 學位論

文 3.CST: 學術傳播 4.CST: 學術研究  

011.016  

最高效思考筆記術 : 德國教授超強

卡片盒筆記法,使你洞見源源不斷,成

功 寫 作 , 成 為 專 家  / 申 克 . 艾 倫 斯

(Sönke Ahrens)著 ; 吳琪仁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08-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筆記法 2.CST: 寫作法  019.2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指引 / 陳書梅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1103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678-71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讀者服務 2.CST: 書目療法  

023.6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野生動物小百科  / 黃健琪, 陳蕙欣

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44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626-7071-67-0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百科全書 2.CST: 兒童讀物  

047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 

2021 年報 = The professor Huang Kun-

huei education foundation / 郭生玉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黃昆

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11103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36-7-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068.33  

博物館妙管家 : 當代博物館管理的

新 經 緯  = Enterprising museums :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useums 

management / Mathew Trinca, 陳尚盈, 

王御風, 曾介宏, 岩素芬, 徐典裕, 連

俐俐, 黃星達, 林詠能作 ; 曾信傑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104 .-- 168 面; 24 公分 .-- (博物館學

系列叢書 ; 6) .-- ISBN 978-986-282-

297-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學 2.CST: 博物館管理 

3.CST: 文集  069.07  

博物館的公共性與社會性 : 博物館

與公共政策 = Publicness and sociality 

of museums : museums and public 

policies / 陳尚盈, 廖世璋, 王俐容, 吳

介祥, 廖凰玎, 劉新圓, 曾信傑, Ruth 

Rentschler, 廖新田, 林玟伶, 林詠能, 

田潔菁作 ; 陳尚盈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104 .-- 174 面; 

24 公分 .-- (博物館學系列叢書 ; 1) .-- 

ISBN 978-986-282-292-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學 2.CST: 博物館 

3.CST: 文集  069.07  

博物館數位轉型與智慧創新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mart innovation in 

museums / 城菁汝, 蔡遵弘, 林靖于, 黃

凱祥, 葉長庚, 劉宜婷, 汪筱薔, 謝俊

科, 吳紹群, 林詠能, 宋祚忠, 徐典裕, 

葉鎮源, 陳君銘, 劉杏津, 蘇芳儀, 施

登騰, 陳思妤作 ; 徐典裕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104 .-

- 240 面; 24 公分 .-- (博物館學系列叢

書 ; 5) .-- ISBN 978-986-282-296-8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學 2.CST: 博物館 

3.CST: 數位科技 4.CST: 文集  

069.07  

意義創造的載體 : 探索博物館策展 = 

Vehicles for meaning making : exploring 

museum curating / 蘇瑤華, 呂佩怡, 鄭

邦彥, 謝景岳, 余青勳, 張婉真, 施承

毅, 方鈞瑋, 黎世輝作 ; 施承毅主編 .-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104 .-- 154 面; 24 公分 .-- (博物館學

系列叢書 ; 3) .-- ISBN 978-986-282-

294-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學 2.CST: 博物館展覽 

3.CST: 文集  069.07  

當我們同在一起 : 博物館友善平權

實踐心法 = We are here in museums : 

practice of accessibi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 林頌恩, 袁緒文, 陳彥亘, 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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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元, 鄭邦彥, 辛治寧, 羅欣怡, 趙欣

怡, 陳詩翰, 廖福源, 吳家琪作 ; 陳佳

利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

版社, 11104 .-- 190 面; 24 公分 .-- (博

物館學系列叢書 ; 2) .-- ISBN 978-986-

282-293-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學 2.CST: 博物館 

3.CST: 文集  069.07  

誰的博物館經驗?觀眾研究新趨勢 = 

Whose museum experience?new trends 

in audience research / 林詠能, 劉宜君, 

陳映廷, 陳諾, 熊思婷, 蔡春陣, 周婧

景, 王文彬, 向麗容, 許家瑋, 陳思妤, 

陳家鳳, 陳佳利, 林玟伶, 呂憶皖作 ; 

林詠能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

家出版社, 11104 .-- 176 面; 24 公分 .-

- (博物館學系列叢書 ; 4) .-- ISBN 978-

986-282-29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博物館學 2.CST: 博物館觀眾 

3.CST: 文集  069.07  

博物館與它的產地 / 郭怡汝作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5-203-1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博物館史 2.CST: 世界史 

3.CST: 青少年讀物  069.8  

普通論叢 

百年大學演講精華 / 嚴復, 辜鴻銘, 蔡

元培 秋瑾, 陳獨秀, 魯迅等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4 .-- 384 面; 21 公分 .-- (大學

堂 叢 書 ) .-- ISBN 978-986-360-188-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東西文化演講錄 / 李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當代

名家 ; 97) .-- ISBN 978-626-95679-6-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家鄉、歸鄉、溫柔鄉>> : 洛杉基

選集 / 馮忠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英出版社, 11104 .-- 4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522-9-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強權必亡 自由萬歲 / 盧建榮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新高地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社會/文化史集刊 ; 30) .-- ISBN 978-

957-8724-54-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想像「聲辯才博」 : 李弘祺談史、

論藝、述學集 / 李弘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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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217-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龔鵬程學.思.俠.遊特輯. 10, 九州心影

錄 : 龍行於野 / 龔鵬程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25-91-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龔鵬程學.思.俠.遊特輯. 8, 九州心影

錄 : 遊必有方 / 龔鵬程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25-89-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龔鵬程學.思.俠.遊特輯. 9, 九州心影

錄 : 時光倒影 / 龔鵬程著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025-90-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哲學類 

總論 

懶貓哲學 : 貓生的脫力系哲思 / 原田

mariru 作 ;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5 .-- 1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7-774-

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哲學 2.CST: 通俗作品  100  

學術思想概論 

*徐復觀教授<<兩漢思想史卷一>>

手稿整理彙編 / 陳惠美, 謝鶯興整

理  .-- 臺中市  : 東海大學圖書館 , 

11103 .-- 389 面; 25 公分 .-- (館藏手稿

整理系列 ; 3) .-- ISBN 978-957-548-

10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思想史 2.CST: 漢代  112.2  

中國哲學 

劉伯溫黃金策思想之開展. 乾、兌、

離、震篇 / 黃泊凱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千出版社, 11104 .-- 470 面; 26

公分 .-- (易學系列 ; 11101) .-- ISBN 

978-957-447-369-4 (平裝) NT$56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哲學 2.CST: 易占 3.CST: 

文集  120.7  

周氏易經通解. 第二冊 / 周鼎珩遺著 ; 

陳素素等記錄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768-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1  

白陽易經講解本. 七, 樂道的智慧 / 林

榮澤講述 ; 書苑編輯室整理 .-- 初

版 .-- 桃園市 : 仁風文創書苑出版社

出版 : 仁風坊發行, 11103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65-6-2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周易>>的生命關懷. 艮宮篇 / 鄭

志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04 .-- 33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39-124-1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研究考訂  

121.17  

聖諭廣訓 : 解讀周易和道德經 / 耿大

祥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寒亭書社, 

11104 .-- 2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584-4-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道德經 3.CST: 研

究考訂  121.17  

圣谕广训 : 解读周易和道德经 / 耿大

祥作 .-- 初版 .-- 桃園市 : 寒亭書社, 

11104 .-- 222 面; 26 公分 .-- 正體題名:

聖 諭 廣 訓 : 解 讀 周 易 和 道 德 經  .-- 

ISBN 978-626-95584-5-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道德經 3.CST: 研

究考訂  121.17  

孔孟人性論與自由之試探 / 許詠晴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7-763-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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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孔孟思想 2.CST: 人性論 

3.CST: 意志自由論  121.2  

重整華夏待後生. 第 2 輯 / 徐泓, 賈秉

坤, 白培霖, 劉昊編校 .-- 初版 .-- 臺南

市 : 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3 .-- 211 面; 23 公分 .-- (奉

元叢書 ; 2) .-- ISBN 978-986-06924-7-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儒學 2.CST: 文集  121.207  

論語之顏淵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借經問

心 ; 12) .-- ISBN 978-986-6574-96-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研究考訂  

121.228/12  

論語之子路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借經問

心 ; 13) .-- ISBN 978-986-6574-97-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論語 2.CST: 研究考訂  

121.228/13  

老子莊子選 / 溫金海, 周嘉勳編訂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國際經典文化

協會, 11103 .-- 168 面; 23X17 公分 .-- 

(經典注音讀本系列 ; 2) .-- ISBN 978-

986-96651-2-4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老子 2.CST: 莊子  121.31  

董仲舒哲學思想研究 : 以「天人合

一」思想架構為核心 / 李增著 .-- 臺

北市 : 唐山出版社, 11104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7-213-3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漢)董仲舒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中國哲學  122.14  

極樂園辯證 100 條 / 史作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31-21-6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史作檉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宗教哲學 4.CST: 基督教  

128.99  

東方哲學 

印度納迪葉 : 跨次元即時通,解讀你

的靈魂藍圖 = Nadi Leaf / Ke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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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14-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印度哲學 2.CST: 靈魂  137  

西洋哲學 

經驗陷阱 : 檢視經驗的偏誤,找回決

策的主動權  / 埃姆雷 .索耶爾(Emre 

Soyer), 羅賓.霍格思(Robin M. Hogarth)

著 ; 張馨方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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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7-91-9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經驗 2.CST: 經驗心理學 

3.CST: 社會心理學  143.43  

*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 贺照田, 李娜, 莫艾, 余旸, 程凯, 宋

少鹏, 张振, 张艺英, 冷霜, 姜涛, 黄琪

椿, 薛毅, 付国锋著 .-- 臺北市 : 臺灣

社會研究雜誌社出版 : 唐山出版社

發行, 11103 .-- 448 面; 21 公分 .-- (台

社論壇叢書 ; 36) .-- 正體題名:理想主

義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 ISBN 

978-986-06001-2-4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理想主義 2.CST: 社會學 

3.CST: 文集  143.5107  

英文譯作 : 哲學、科學與邏輯、語

法 / 殷海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769-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維也納學派 2.CST: 哲學  

143.89  

翻譯德勒茲 : 詮釋、轉化與創造 / 李

育霖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中國文哲專刊 ; 58) .-- 

ISBN 978-626-7002-68-1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德勒茲(Deleuze, Gilles, 1925-

1995)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4.CST: 翻譯學  146.79  

尼采如是說 :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

說>>+<<悲劇的誕生>>+<<歡悅的智

慧>>+<<瞧,這個人>>(尼采四傑作精

選 集 ) / 尼 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著 ; 陳永紅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5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4-70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47.66  

邏輯學 

不燒腦邏輯學 / 北村良子作 ; 瑞昇編

輯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01-550-4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邏輯 2.CST: 思考  150  

邏輯對話與其他  / 殷海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48-2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邏輯  150  

怎樣判別是非 / 殷海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1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67-3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邏輯 2.CST: 文集  150.7  

心理學 

廁所裡的心理學課 : 心理防衛機制、

自戀型人格、拖延症、自我實現、

打烊效應......融會貫通 100 個最實用

的 心 理 學 概 念  / 莫 瑞 次 . 柯 敘 訥

(Moritz Kirchner), 康 拉 德 . 柯 列 弗

(Konrad Clever)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9-96-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尋找內心真正的聲音 : 停止自我批

判、治療創傷,讓生命充滿喜悅 / 艾

美 .布魯納(Emmy Brunner) ; 戴榕儀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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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生顧問) .-- ISBN 978-

626-335-226-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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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心理衛生 2.CST: 生活指導  

172.9  

九型芳華,鑑古知來 / 林顯洋, 張兆東, 

呂俐蓁著 .-- 初版 .-- 高雄市 : 藍海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06041-5-3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人格心理學 2.CST: 人格特質  

173.75  

圖解認知偏誤!避開 99%思考陷阱 : 

人類並不理性!打破慣性偏見,建立強

大思維 / 情報文化研究所著 ; 許郁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 11104 .-- 264 面 ; 21 公 分  .-- 

(SASUGAS ; KJ2054) .-- ISBN 978-986-

289-705-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認知心理學 2.CST: 邏輯學  

176.3  

認知稅 / 水木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沐光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77-3-

8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認知心理學 2.CST: 自我實現 

3.CST: 成功法  176.3  

八種思維圖提升孩子的思考力 : 有

效開發孩子的全腦學習與閱讀素養 / 

孫易新, 沈紅亮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3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8-220-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思考 2.CST: 健腦法 3.CST: 學

習方法  176.4  

不要急著有創意! : 英國喜劇演員

John Cleese 改變你找尋靈感時大腦

的思維方式,讓你的好點子更有實踐

力! / 約翰.克里斯(John Cleese)著 ; 劉

佳澐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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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239-4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創造力 2.CST: 創造性思考  

176.4  

我中了思考的毒! : 從生活中培養習

慣,讓你點子一直來! / 齊藤孝著 ; 林

佳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00 面; 21 公

分 .-- (How ; 93) .-- ISBN 978-986-381-

232-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思考 2.CST: 成功法  176.4  

思維進化 27 堂課 : 思考:智慧的啟航 

/ 翁育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幼

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3 公分 .-- (生活館 ; 5) .-- ISBN 

978-986-449-260-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思考 2.CST: 思維方法  176.4  

想簡單,其實很簡單 : 過度思考的驚

人解決方案 / 喬恩.阿考夫(Jon Acuff)

著 ; 林雨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出版社, 11103 .-- 272 面; 21 公分 .-

- (自我成長 ) .-- ISBN 978-986-400-

40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思考 2.CST: 成功法 3.CST: 自

我實現  176.4  

編輯工學 : 說個好故事的 10 種思考

武器 / 安藤昭子著 ;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自由學習 ; 37) .-- ISBN 

978-626-95747-4-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思考 2.CST: 思維方法  176.4  

歡迎光臨心情聊天室 : 給少年的 74

個情緒解方. 校園篇 / 楊俐容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68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49-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青少年 2.CST: 青少年心理 

3.CST: 情緒管理  176.5  

正念減壓的自療課  : 擺脫情緒綁

架,56 天重掌人生計畫有效改變你的

一生 / 趙安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0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5794-0-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3.CST: 靈修  176.52  

當 恐 懼 遇 見 愛  / 大 衛 . 里 秋 (David 

Richo)著 ; 曾育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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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Talent 系

列 ; 23) .-- ISBN 978-626-95790-9-9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恐懼 2.CST: 愛  176.52  

高效率的科學 / 凱蒂.米爾克曼(Katy 

Milkman)著 ; 韓絜光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

經 ; 457) .-- ISBN 978-986-398-753-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習慣心理學 2.CST: 行為科學  

176.74  

不想上班症候群 : 職業倦怠,其實是

因為大腦累了 / 易思腦團隊 Exe Brain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0-214-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疲勞 2.CST: 工作壓力 3.CST: 

健腦法  176.76  

*人生腳本 : 你打算如何度過一生?徹

底改變命運的人際溝通心理學 / 艾

瑞克.伯恩(Eric Berne)著 ; 周司麗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3 .-- 400 面; 23 公分 .-

- (溝通分析心理學經典 ; 2) .-- ISBN 

978-957-0487-8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溝通分析 2.CST: 人際傳播 

3.CST: 人際關係  177.1  

別人怎麼對你,都因為你說的話 / 黃

啟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有限公司, 11104 .-- 368 面; 21 公分 .-

- (平安叢書 ; 第 709 種)(溝通句典 ; 

55) .-- ISBN 978-986-5596-78-1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溝通技巧  

177.1  

道歉的力量 : 化解遺憾 / 亞倫.拉扎爾

(Aaron Lazare)作 ; 林凱雄, 葉織茵譯 .-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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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416 面; 

21 公分 .-- (發光體 ; 4) .-- ISBN 978-

626-95762-4-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溝通 2.CST: 人際關係  177.1  

21 天效應,養成了成功的習慣,從此習

慣了成功 : 成功者用 5 秒去賺錢,平

庸者花 5 秒在撿錢! / 莫宸, 袁麗萍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4 .-- 294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267-7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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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智慧 : 藉助古老教導與實踐連

結神聖陰性力量 / 塔尼希卡(Tanishka)

著 ; 林瑞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生

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心靈成長系列 ; 

238) .-- ISBN 978-626-95318-6-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靈修 3.CST: 

女性  177.2  

山里亮太 放棄天才夢! : 我想成為

「什麼咖」?看日本當紅諧星,如何

與內心的卑劣情緒相處,一點一滴成

為人生全速前進的燃料! / 山里亮太

著 ; 楊明綺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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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23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成功法  

177.2  

不要做自己,你做個人吧 / Mumu 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5-229-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自我實現  

177.2  

成功是借來的,失敗是自找的 : 投資

「潛力股」,留下「人情債」,他人的

資金、友好的關係......商業,就是這

麼簡單! / 李定汝, 潘鴻生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4 .-- 27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269-1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職場成功法  

177.2  

自分時間 / 池田貴將著 ; 黃薇嬪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10-4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177.2  

你要如何整理你的想法 : 韓國首席

想法整理諮詢師教你「視覺化的想

法整理術」 / 福柱煥著 ; 陳聖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1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513-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思考 2.CST: 成功法  177.2  

把心放上去 : 林本堅的「用心則樂」

人生學 / 林本堅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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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312 面; 21 公分 .-- (智慧書系

列 ; 11) .-- ISBN 978-626-95790-7-5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自我實現  

177.2  

持續成功 : 超越關鍵的一點點,就能

獲得資源與好運  / 蔡壘磊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好人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豐富 Rich ; 1) .-- ISBN 978-

626-95762-7-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活下來,是唯一要做的事 : 戰場生存

法則 / 上官洪軍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3 .-

- 320 面; 23 公分 .-- (心學堂 ; 15) .-- 

ISBN 978-986-392-446-3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美好的人生 / 陶樂絲.卡耐基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2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夫妻 3.CST: 創

業  177.2  

原來,我們內心有一間解憂藥局 : 每

天調配一點幸福感,改善心靈環境,扭

轉負面情緒 / 李賢秀著 ; 陳品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 (大好時光 ; 56) .-- ISBN 978-626-

7089-52-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3.CST: 心理治療  177.2  

書寫修復練習 : 12 個面對人生低潮

與困境的寫作練習,把摔傷的自己重

新 拼 起  / 蜜 雪 兒 . 皮 爾 斯 (Michelle 

Pearce)著 ; 姚怡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300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

列 ; 98) .-- ISBN 978-986-507-816-4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177.2  

逆境力 : 關於把挫折化為養分,找回

自信的 92 句話 / 植西聰著 ; 邱心柔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八方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 (the one ; 51) .-- ISBN 978-986-381-

233-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造福 : 從念念分明到改運創命的自

覺之道 / 詹姆斯.艾倫(James Allen)著 ; 

蕭寶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James Allen ; 3) .-- ISBN 978-

986-5496-75-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命運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7.2  

創造人性的優點 / 林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

2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趁年輕時一定要大膽做的 11 個抉擇 

/ 蓋瑞.巧門(Gary Chapman), 克勞倫斯.

舒勒(Clarence Shuler)著 ; 呂潔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

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11104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50-850-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青年 2.CST: 自我實現 3.CST: 

生活指導  177.2  

開啟高效人生的心理課 : 心理學博

士教你善用科學方法,處理生活大小

事,過自己想過的人生! / 黃揚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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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88 面; 21 公

分 .-- (ViewPoint ; 110) .-- ISBN 978-

626-318-255-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生活指導 2.CST: 工作效率 

3.CST: 成功法  177.2  

積極的人生思考 / 林郁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

3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人際關係與溝通 / 王淑俐作 .-- 修訂

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2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人際傳播  

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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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交朋友 : 青年族群中,70％有社

交焦慮症。但哈佛大學研究發現:比

起金錢和名譽,親密的人際關係更能

讓人快樂。  / 瑞秋 .德爾托 (Rachel 

DeAlto)著 ; 吳宜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Style ; 62) .-- ISBN 978-

626-7123-22-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人際傳播 

3.CST: 社交技巧  177.3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15 堂人際關係與

溝通課 / 周談輝, 周玉娥編著 .-- 七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336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28-128-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人際傳播 

3.CST: 溝通技巧  177.3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 2 : 心理師教你大

膽修訂自己的人生故事! / 蘿蕊.葛利

布(Lori Gottlieb)著 ; 朱怡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行路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44-2-

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心理諮商 2.CST: 心理治療師  

178.4  

助人歷程與技巧 : 有效能的助人者 / 

Gerard Egan, Robert J. Reese 著 ; 鍾瑞

麗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聖

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

司, 11104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406-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心理諮商 2.CST: 心理輔導  

178.4  

支持性心理治療臨床手冊 / Peter N. 

Novalis, Virginia Singer, Roger Peele[原

著] ; 莊宗運, 孔繁鐘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4 .-- 4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8-454-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2.CST: 臨床心理學  

178.8  

本源光 : 關鍵句解碼 自我揚升. 小我

篇 / David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商赫

企業有限公司, 11103 .-- 108 面; 26 公

分 .-- (本源光系列叢書 ; 2) .-- ISBN 

978-986-97010-1-3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1.CST: 家族治療 2.CST: 心靈療法 

3.CST: 自我實現  178.8  

家族治療 / Michael P. Nichols, Sean D. 

Davis 著 ; 劉瓊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5895-1-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家族治療  178.8  

美學 

*如何培養美感 / 漢寶德著 .-- 二版 .-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246-1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美學 2.CST: 美育 3.CST: 文集  

180.7  

倫理學 

*生命的覺醒 / 吳進輝著 .-- 1 版 .-- 臺

中市 : 吳進輝, 11103 .-- 416 面; 21 公

分 .-- (生命大海 ; 1) .-- ISBN 978-957-

43-9918-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在挫折面前,我選擇勇敢 : 從走唱小

歌女到英特爾總經理,吳惠瑜把逆境

活成喜劇的人生哲學 / 王蘭芬, 吳惠

瑜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1 公

分 .-- (美好生活 ; 26) .-- ISBN 978-986-

398-751-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你的美好,不該由世界來定義 : 別再

處處遷就別人,為自己的人生路著想 

/ 憶雲, 張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291-2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創造自由,自在生活 / 森博嗣作 ; 楊鈺

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潮出版有

限公司, 11104 .-- 196 面; 21 公分 .-- 

(暢銷精選 ; 88) .-- ISBN 978-986-259-

077-5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由  191.9  

管他的,就是要有盼望 Hope Anyways : 

萬力豪牧師的 7 個翻轉 / 萬力豪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3 公分 .-- (Road ; 

13) .-- ISBN 978-986-179-735-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歐北#灰日記 : 生命縱有摺痕,也要活

出你的高級灰 / 歐北(蔡亞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第

一本系列 ; 114) .-- ISBN 978-986-137-

368-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窮人定律 / 楚凡夫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28-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生活指導  

191.9  

養心,不走心 : 煩躁、孤獨、壓力大?

你的心傷值得被好好撫平 / 卓文琦, 

一塵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3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298-1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191.9  

新人生觀 / 羅家倫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232 面; 21 公分 .-- (博雅文

庫 ; 265) .-- ISBN 978-626-317-744-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生觀  191.92  

33 歲上班族,不去公司,去廟裡 : 修補

受傷心靈的 100 天修行觀察日記 / 申

旼正(신민정)著 ; 黃菀婷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GLA ; 76) .-- ISBN 978-986-

506-39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Talk to White Tara : 與白度母的對話 / 

林雯莉(Wendy Lin)作 .-- 再版 .-- 臺北

市 : 三朵夏有限公司, 11105 .-- 1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4981-8-0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壞心眼」的生存學 : 聰明,是因為

懂得「使壞」 / 李定汝, 鬼精靈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296-7 (平

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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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審判的源起 / 若逢木子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21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05-69-6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人生方圓之間 / 癡翁編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 21 公 分  .-- 

(Multiviews ; 6) .-- ISBN 978-986-6574-

9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小故事大智慧 : 童書系列. 二 / 華藏

教務組執行文編 ; 張德歆插畫美術 .-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

淨宗學會, 11105 .-- 158 面; 21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758-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通俗作品  192.1  

我們都是星族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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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52 面; 21 公

分 .-- (眾生 ; JP0195) .-- ISBN 978-626-

95738-9-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放下的力量 : 不用心想,一樣事成 / 王

永憲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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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Open mind ; 26) .-- ISBN 

978-626-318-248-6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剛剛好的優雅 : 林志玲的修養之道 / 

林志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32-9531-0 (平

裝) NT$420 .-- ISBN 978-957-32-9532-

7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192.1  

脈輪調頻 : 111 個深化靈性連結的日

常練習 / 凱爾.葛雷作 ; 謝孟庭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06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34-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 丹.米爾

曼(Dan Millman)著 ; 韓良憶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332 面; 19 公

分 .-- (Story ; 27) .-- ISBN 978-986-357-

236-7 (平裝) NT$350 .-- ISBN 978-986-

357-237-4 (平裝限量版) NT$350 普遍

級  

1.CST: 靈修  192.1  

超越的力量 / 許添盛口述 ; 齊世芳執

筆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5 .-- 300 面; 21 公分 .-

- (許醫師作品 ; 42) .-- ISBN 978-986-

0707-60-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靈修 2.CST: 心身醫學  192.1  

愛情的吸引力法則  / 艾莉兒 .福特

(Arielle Ford)著 ; 祁怡瑋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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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16 面; 21 公分 .-- 

(眾生  ; JP0053X) .-- ISBN 978-626-

95939-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靈修  192.1  

離線練習 / 安藤美冬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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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6-

58-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讓別人贏 / 黃冠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

業周刊,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99-30-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修身 2.CST: 人生哲學  192.1  

晨讀 10 分鐘 : 做自己不一定要叛逆 / 

明星煌, 宮能安, 褚士瑩等作 ; 羅怡君

選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

分 .-- (晨讀 10 分鐘系列 ; 45) .-- ISBN 

978-626-305-215-4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修身 2.CST: 青少年  192.13  

從說話洞察人心  / 林萃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79-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口才 2.CST: 說話藝術 3.CST: 

應用心理學  192.32  

這樣說話很傷人 : 關於白目、討人

厭與情緒勒索的毒舌辭典 / 王高來

作 ; 張雅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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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

626-335-233-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說話藝術 

3.CST: 溝通技巧  192.32  

讓人從聽你說話到聽你的話 : 頂流

人士都在用,一舉打動人心的最強說

話術! / 赤羽雄二著 ; 王美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2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說話藝術 

3.CST: 溝通技巧  192.32  

身痛心不苦如何可能 : 生死議題筆

記. 一 / 廣心集著 .-- 臺南市 : 憶母堂, 

11106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5109-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死學 2.CST: 生命論  197  

企業倫理 / 劉原超, 黃廷合, 林佳男, 

沈錦郎, 林以介, 齊德彰, 昝家騏, 梅

國忠, 卓文記, 張仁家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11-0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商業倫理  198.49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 : 政治與宗教如

何將我們四分五裂 / 強納森.海德特

(Jonathan Haidt)著 ; 姚怡平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

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4 .-- 488 面; 20 公分 .-- (For2 ; 

25) .-- ISBN 978-626-7063-10-1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道德 2.CST: 政治心理學 

3.CST: 社會心理學  199  

宗教類 

總論 

宗教是怎麼改變世界的? : 從五大宗

教發展看懂全球局勢變化與重大國

際議題 / 島田裕巳監修 ; 童小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2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宗教  200  

宗教自由之比較法研究 / 林更盛, 江

耀國, 曾品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12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

759-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宗教自由 2.CST: 宗教法規 

3.CST: 比較研究  201  

佛教 

佛陀不廢話 / 諾亞.羅舍塔作 ; 黃春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05 .-- 143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22-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理 2.CST: 佛教修持  

220.1  

色即空.空即色 : 上田義文唯識學論

文集 / 上田義文著 ; 陳榮灼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

版社,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主體性文化

研究中心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發行, 

11103 .-- 231 面; 23 公分 .-- (華人文化

主體性研究叢書) .-- ISBN 978-626-

95670-2-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唯識 2.CST: 佛教哲學 3.CST: 

文集  220.12307  

學佛百問. 三 / 徹聖金剛上師講述 .-- 

高雄市 : 社團法人高雄市真言宗普

賢流佛學會, 11104 .-- 4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1858-8-2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佛教教化法 

3.CST: 問題集  220.22  

<<佛法真義>>論要 / 妙凡, 程恭讓主

編 .-- 二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

研究院, 11103 .-- 254 面; 23 公分 .-- 

(人間佛教叢書) .-- ISBN 978-957-457-

623-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文集  220.7  

禪宗小品與宇宙觀(合集) / 釋覺開

(惟力)法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 11103 .-- 

392 面; 21 公分 .-- (大乘叢書 ; B-

195) .-- ISBN 978-626-95526-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文集  220.7  

文殊師利菩薩授記經等合刊(文殊師

利菩薩授記經.佛說放鉢經.佛說文殊

師利巡行經.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

法身禮.文殊菩薩獻佛陀羅尼名烏蘇

吒.大方廣菩薩藏經中文殊師利根本

一字陀羅尼經.曼殊室利菩薩咒藏中

一字咒王經.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說文

殊五字真言勝相.文殊師利菩薩六字

咒功能法經.佛說文殊師利法寶藏陀

羅尼經.佛說妙吉祥菩薩陀羅尼.曼殊

室利咒藏中校量數珠功德經) .-- 初

版 .-- 臺南市 : 和裕出版社, 11104 .-- 

336 面; 26 公分 .-- (法藏叢書 ; C236) .-

- ISBN 978-986-06942-5-3 ( 精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佛經  221.0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姚秦)三藏法師

鳩摩羅什譯 ; 江味農校正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14-7-

4 (28K 經摺裝)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4  

心經講記 / 淨空法師講述 ; 劉承符整

理 .-- 二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

華藏淨宗學會, 11105 .-- 76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95758-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5  

牛伯伯陪你讀<<般若心經>> / 黃崇

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出版社, 

11104 .-- 176 面; 21 公分 .-- (牛伯伯陪

讀 ; 4) .-- ISBN 978-957-36-1601-6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般若部  221.45  

靜思法髓妙蓮華 : 信解品第四 / 釋證

嚴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靜思法脈叢書. 佛教經典) .-- ISBN 

978-626-95624-7-3 ( 全 套 : 精 裝 ) 

NT$1800 普遍級  

1.CST: 法華部  221.51  

佛說百佛名經 / (隋)北天竺三藏法師

那連提耶舍譯 .-- 修訂初版 .-- 新北

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 64 面 ; 15 公分  .-- ISBN 978-626-

95814-5-0 (平裝) NT$5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11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 (唐)三

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 一版 .-- 新北

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 72 面 ;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814-8-1 (平裝) NT$6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12  

佛藏經講義. 第十七輯  / 平實導師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3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96-2-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經集部  221.733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附:佛說孝子

經、佛說八大人覺經) / (姚秦)三藏

法師鳩摩羅什譯 .-- 一版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2-02-

8 (25K 平裝) NT$60 普遍級  

1.CST: 本緣部 2.CST: 經集部  

221.86  

聖大解脫經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佛

陀教育基金會, 11105 .-- 2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509-4-4 (精裝)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  

楞嚴經全譯易讀 / 蕭振士編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04 .-- 

448 面 ; 21 公 分  .-- ( 經 典 研 習  ; 

WS11102) .-- ISBN 978-957-447-371-7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淺釋. 第八冊 / 釋

法音釋 .-- 初版 .-- 高雄市 : 法音宣流, 

11103 .-- 732 面; 22 公分 .-- (妙音集 ; 

29) .-- ISBN 978-986-91749-9-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觀部  222.12  

無上菩提正行道 : <<大乘莊嚴經論

>>解說. 下 / 金剛上師卓格多傑傳

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 11104 .-- 39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30) .-- ISBN 978-626-

7134-09-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瑜伽部  222.13  

無上菩提提前行道 : <<大乘莊嚴經

論>>解說. 中 / 金剛上師卓格多傑傳

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 11104 .-- 31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29) .-- ISBN 978-626-

7134-08-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瑜伽部  222.13  

瑜伽師地論聲聞地講錄 / 南懷瑾講

解 .-- 臺灣二版 .-- 臺北市 : 老古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059-65-0 (下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瑜伽部  222.13  

清淨道論 / 覺音論師(Bhadantācariya 

Buddhaghosa)著 ; 葉均譯 .-- 基隆市 : 

佛文化禪觀研發社, 11103 .-- 80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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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修訂版 .-- ISBN 978-986-

83706-7-8 (精裝) 普遍級  

1.CST: 論藏  222.63  

*法鼓山僧伽大學年報. 一 0 八-一 0

九學年度 / 法鼓山僧伽大學學術出

版組編輯製作 .-- 新北市 : 法鼓山僧

伽大學, 11103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6824-7-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法鼓山僧伽大學 2.CST: 佛教

教育  224.23  

大乘金剛般若寶懺 / (姚秦)三藏法師

鳩摩羅什奉詔翻譯 .-- 一版 .-- 新北

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 96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814-9-8 (25K 平裝) NT$70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3.CST: 

般若部  224.4  

慈悲藥師寶懺 .-- 一版 .-- 新北市 : 玄

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96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7142-00-4 (25K 平裝) NT$70 普遍級  

1.CST: 懺悔 2.CST: 佛教儀注  224.4  

一念三千學思行  / 林碧玉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00 面; 21 公

分 .-- (人與土地 ; 39) .-- ISBN 978-626-

335-230-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224.513  

*鶴岡山居誌 / 釋見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依揚想亮人文事業有限公

司, 11103 .-- 3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08-9-3 (平裝) NT$800 普

遍級  

 224.519  

應緣畫 話因緣 : 圓光文教弘化館華

嚴殿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彩繪導覽  / 

郭祐孟作  .-- 桃園市  : 圓光禪寺 , 

11105 .-- 1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93437-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壁畫 2.CST: 佛教藝術  

224.52  

佛界  弗屆  : 魏永賢的雕塑世界  = 

Buddha's world : far reaching - the 

sculpture world of Wei, Yung Hsien / 花

蓮縣文化局編著 .-- 初版 .-- 花蓮市 : 

花蓮縣文化局, 11105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29-69-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佛像 2.CST: 雕塑 3.CST: 作品

集  224.6  

人乘法雨 : 聖開導師的幸福語錄 = 

The Dharma rain of Ren-Cheng 

Buddhism : the recorded sayings of 

Master Sheng-Kai / 釋聖開講述 ; 蔡澤

生英譯 .-- 初版 .-- 南投縣魚池鄉 : 人

乘佛刊雜誌社, 11104 .-- 208 面; 23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8504-

5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教化法  

225.4  

解惑 : 證嚴法師答客問. 四, 學佛篇 / 

釋證嚴講述 ; 靜思僧團編撰 .-- 初

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464 面; 21 公分 .-- 

(解惑十書)(經藏系列) .-- ISBN 978-

626-95624-8-0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教化法  

225.4  

內觀法要 / 阿姜達磨多羅, 帕奧禪師, 

毗瑪拉蘭希法師著 ; 林崇安編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04 .-

- 320 面 ; 21 公分  .-- (內觀系列  ; 

IZEN11102) .-- ISBN 978-957-447-370-

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佛教說法  

225.7  

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 淨空法師

講述 ; 華藏講記組恭敬整理 .-- 初

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

宗學會, 11104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58-8-6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高等教育工作者禪修正念學習與實

踐心路歷程 / 楊振昇, 姜義勝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51-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文集  

225.707  

生命密碼 / 董復華著 .-- 一版 .-- 新北

市 :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 304 面; 21 公分 .-- (至善妙果系列 ; 

C1-02008) .-- ISBN 978-626-95814-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靈修  

225.87  

好心.好世界 : 聖嚴法師談心靈環保 / 

聖嚴法師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法鼓

文化, 11105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5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心靈改革  

225.87  

如梦如幻 : 我是一道彩虹 / 卢胜彦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

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5 .-- 248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如夢如幻:我是

一道彩虹 .-- ISBN 978-986-5551-64-3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如夢如幻 : 我是一道彩虹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

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5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63-6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自觀內省 = Introspective examination / 

陳明安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人乘佛

教書籍出版社, 11103 .-- 208 面; 21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705-

54-1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生活指導  

225.87  

佛宇宙 供養在家人 : 集體成佛的秘

密 / 以德.中道子作 .-- [新北市] : 王德

斌, 11103 .-- 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957-43-9942-0 (平裝) NT$50 普遍

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修行解脫之道 : 念佛開示. 十五 / 悟

顯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

定香精舍, 11104 .-- 208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06391-7-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淨土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55  

修行解脫之道 : 拜願開示. 十五 / 悟

顯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

定香精舍, 11104 .-- 178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06391-8-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淨土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55  

平安最幸福 / 釋果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法鼓文化,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55-2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修持  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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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可以好好一個人 : 獻給時常

感到孤單的你 ,一個人也能幸福の

「自在學」 / 枡野俊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 208 面; 21 公分 .-- (Upward ; 127) .-- 

ISBN 978-986-5596-77-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禪宗 2.CST: 生活指導  

226.65  

禪海妙珍. 5 : 達磨合集 : 四行觀.血脈

論.悟性論.破相論.無心論.觀心論.達

磨禪師觀門.最上乘論 .-- 初版 .-- 臺

南市 : 和裕出版社, 11104 .-- 176 面; 

21 公分 .-- (法藏叢書 ; C143)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06942-6-0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禪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65  

天御祖神的降臨 : 記載在古代文獻

<<秀真傳>>中的創造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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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746-6-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新興宗教 2.CST: 靈修  226.8  

現代的武士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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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746-7-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新興宗教 2.CST: 靈修  226.8  

天母、武神與神禽 : 密教與道教、

中國文學之交涉  / 高振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350 面; 21 公分 .-- (博

雅集林. 宗教 ; 11) .-- ISBN 978-957-

17-333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密宗 2.CST: 道家 3.CST: 文化

研究  226.91  

普巴扎西仁波切開示集. 第三輯, 禪

定精要. 二 / 普巴扎西仁波切作 .-- 初

版 .-- 苗栗市 : 囊加果園,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81-2-

9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  

普巴扎西仁波切開示集. 第五輯, 禪

定精要. 四 / 普巴扎西仁波切作 .-- 初

版 .-- 苗栗市 : 囊加果園,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81-4-

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  

普巴扎西仁波切開示集. 第四輯, 禪

定精要. 三 / 普巴扎西仁波切作 .-- 初

版 .-- 苗栗市 : 囊加果園,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81-3-

6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  

*大手印直引口訣 30 句 : 馬爾巴的修

行忠告.密勒日巴的殊勝口傳 / 密勒

日巴尊者原著道歌 ; 第 9 世堪千創古

仁波切講述 ; 堪布羅卓丹傑藏譯中 .-

- 二版 .-- 臺北市 : 法源文化有限公司

出 版  : 中 華 創 古 文 化 協 會 發 行 , 

11104 .-- 112 面; 21 公分 .-- (十法行 ; 

2) .-- ISBN 978-986-97853-7-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那洛巴教你 : 邊工作,邊開悟 / 那洛巴

尊者原典作 ; 噶瑪巴滇原典藏譯中 ; 

堪千創古仁波切釋論作 ; 扎西拉姆.

多多釋論英譯中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287

面; 20 公分 .-- (經典開示 ; 33) .-- ISBN 

978-626-95498-1-8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菩提盛綻 : 圓光菩薩行.弘化善因緣 / 

釋性玄總編輯 .-- 桃園市 : 圓光禪寺,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3437-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圓光禪寺 2.CST: 桃園市  

227.33/109  

佛教在漢字文化圈的流布 : 朝鮮半

島、越南 / 石井公成編輯委員 ; 辛如

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05 .-- 5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98-954-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佛教史 2.CST: 韓國 3.CST: 越

南  228  

佛 陀 傳 ( 精 要 版 ) = The life of the 

Buddha(condensed version) / 覓寂尊者

(Bhaddanta Santagavesaka)編著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 

11104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509-3-7 (精裝) 普遍級  

1.CST: 釋迦牟尼(Gautama Buddha, 

560-480 B.C.) 2.CST: 佛教傳記  

229.1  

耕雲先生傳 .-- 臺北市 : 福峰彩色印

刷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

分 .-- (安祥禪) .-- ISBN 978-986-96834-

9-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耕雲 2.CST: 佛教傳記  

229.63  

淨良法師紀念文集 : 文章及書法精

選集 / 淨良法師等撰寫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彌陀文教基金會出版 : 彌陀

寺發行 ; 高雄市 : 高雄佛教道場發行, 

11103 .-- 冊 .-- ISBN 978-986-88535-1-

5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釋淨良 2.CST: 佛教傳記 

3.CST: 文集  229.63  

道教 

道家修真養生真詮.黃庭經 : 野鶴淺

談養生說黃庭 / 蓬萊野鶴(王工文)編

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臺灣

發展研究院, 11104 .-- 168 面; 26 公

分 .-- (野鶴<>應用漫談歸宗系列. 修

真養生篇) .-- ISBN 978-626-95667-1-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洞玄部  231.3  

*子石道書八種 / 陳子石著 ; 陳如麟

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陳如麟 , 

11104 .-- 300 面; 25 公分 .-- (南宗陳子

石宗師叢書 ; 8) .-- ISBN 978-957-43-

9935-2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道教修練  235.3  

歷代天師傳 / 張意將主編 ; 張天師府

法籙局校註 .-- 第二版 .-- 臺北市 : 正

一嗣漢張天師府道教總會, 11104 .-- 

冊 .-- (道脈叢書 ; 2) .-- ISBN 978-986-

96623-3-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張天師 2.CST: 道教 3.CST: 傳

記  239.2  

基督教 

文化與基督 / 姜原來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

關懷機構, 11105 .-- 44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727-607-0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宗教文化 

3.CST: 生命哲學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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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叮嚀  : 聖經故事  / 莎拉揚

(Sarah Young)著 ; 卡蘿琳娜.法莉亞絲

(Carolina Farias)插畫 ; 許惠珺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My 

education ; PE001-1) .-- ISBN 978-986-

6202-36-0 (精裝) 普遍級  

1.CST: 聖經故事  241  

道路真理生命 : 聖經要道經文彙編 / 

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宣道

處作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427 面; 30 公分 .-- 

(福音叢書) .-- ISBN 978-986-06644-8-

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聖經 2.CST: 注釋  241.03  

不得不說 : 先知阿摩司新眼光分享 / 

江孟哲著 .-- 臺南市 : 江孟哲, 11104 .-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9974-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阿摩司書 2.CST: 讀經  

241.48  

教牧書信 = Pastoral epistles / 蔡恆忠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真耶穌教會國際

聯合總會發行, 11103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644-9-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提摩太前書 2.CST: 提摩太後

書 3.CST: 提多書 4.CST: 注釋  

241.781  

生態皈依 : <<願祢受讚頌>>通諭的

省思與實踐  / 布萊恩.格羅根(Brian 

Grogan)著 ; 譚璧輝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光啟文化事業, 11104 .-- 1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546-974-0 (平

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神學 3.CST: 環

境保護 4.CST: 靈修  242  

信仰的奧祕 / 謝順道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104 面; 21 公分 .-- (順道文

集) .-- ISBN 978-986-06644-7-8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信仰 3.CST: 基督

教  242  

盼.委身再告白 : 神學的應許之地 / 黃

伯和主編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恩惠

文教基金會, 11103 .-- 328 面; 23 公

分 .-- (黃伯和本土神學文集 ; 第 2

冊) .-- ISBN 978-986-98291-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學 2.CST: 基督教  242  

教理原來如此 : 天主慈悲的 7 個祕密 

/ 溫尼.弗林(Vinny Flynn)著 ; 徐明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聖保

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 11104 .-

- 256 面 ; 21 公分  .-- (教理系列  ; 

C0009) .-- ISBN 978-986-6036-77-4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教理  242  

*你一定要認識的基督信仰 / 大衛.鮑

森(David Pawson)著 ; 吳美真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103 .-- 176 面; 21 公分 .-- (教

導叢書 ; ET061-1) .-- ISBN 978-626-

7136-02-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上帝 2.CST: 基督教 3.CST: 信

仰  242.1  

拒絕的根 / 喬依絲.邁爾(Joyce Meyer)

著 ; 以琳編譯小組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基 督 教 以 琳 書 房 , 

11103 .-- 128 面; 21 公分 .-- (醫治叢

書 ; EH014-1) .-- ISBN 978-626-7136-

1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上帝 2.CST: 愛 3.CST: 基督徒  

242.1  

經歷天父的擁抱 / 傑克.福斯特(Jack 

Frost)著 ; 吳美真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財 團 法 人 基 督 教 以 琳 書 房 , 

11103 .-- 336 面; 21 公分 .-- (教導叢

書 ; ET059-2) .-- ISBN 978-626-7136-

14-0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上帝 2.CST: 基督徒 3.CST: 愛  

242.1  

*與神啟飛 / 張禕叡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 

11103 .-- 240 面; 21 公分 .-- (恩賜職務

叢 書  ; EG021-1) .-- ISBN 978-626-

7136-0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神恩 2.CST: 預言 3.CST: 基督

教  242.4  

撒但的餌 / 約翰.畢維爾(John Bevere)

著 ; 陳怡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靈修叢書 ; ES075-1) .-

- ISBN 978-626-7136-13-3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寬恕 2.CST: 基督教 3.CST: 靈

修 4.CST: 人際關係  242.45  

*末日揭祕 / 大衛.斯利克(David Sliker)

原著 ; 林怡德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末世預備叢書 ; 

EET006-2) .-- ISBN 978-626-7136-06-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世界末日  242.6  

*探索敬拜 / 蘇鮑伯(Bob Sorge)著 ; 劉

秀慧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3 .-- 282 面; 21

公分 .-- (敬拜讚美叢書 ; EA011-1) .-- 

ISBN 978-626-7136-08-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崇拜 2.CST: 實際神學  244.2  

我心頌讚 : 教會與音樂 / 韋保羅(Paul 

Westermeyer)著 ; 謝林芳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1106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7-

336-9 (精裝) 普遍級  

1.CST: 宗教音樂 2.CST: 聖詩  

244.22  

*如何為你的妻子禱告 / 史多美.奧瑪

森(Stormie Omartian)著 ; 陳晨光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

琳書房,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禱告叢書  ; EP039-3) .-- ISBN 978-

626-7136-05-8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244.3  

如何為你的孩子禱告 / 史多美.奧瑪

森(Stormie Omartian)著 ; 俞一菱譯 .-- 

三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

琳書房,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禱告叢書  ; EP030-2) .-- ISBN 978-

626-7136-04-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244.3  

新歌宣揚主作為 : 駱維道教會頌讚

曲. II = New Songs Proclaiming God's 

Marvelous Works : I-to Loh's Church 

Anthems. Vol. II / 駱維道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南神出版社, 11103 .-- 182

面; 30 公分 .-- (南神教會音樂系列) .-

- ISBN 978-986-98764-9-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合唱 2.CST: 宗教音樂  244.4  

天使米奇的十四堂課 / 馬克.吉爾曼

(Marc Gellman)文 ; 蔡兆倫圖 ; 劉清彥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4 .-- 248 面; 21 公分 .-- (iRead ; 

13)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400-

41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青少年 3.CST: 

生活指導  244.9  

生命蛻變檔案 : 如雲彩般的見證人 = 

A cloud of witnesses / 劉漢杰(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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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基 督 教 中 國 主 日 學 協 會 出 版 部 , 

11103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50-849-4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3.CST: 見

證  244.9  

合神心意的女人  / 伊莉莎白 .喬治

(Elizabeth George)著 ; 黃慶苓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103 .-- 296 面; 21 公分 .-- (靈

修叢書 ; ES049-1) .-- ISBN 978-626-

7136-1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女性  244.9  

好了沒 / 徐瑋翎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希望之聲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06795-2-

6 (精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244.9  

如何活出健康的人生 : 屬神的健康

之 道  / 史 多 美 . 奧 瑪 森 (Stormie 

Omartian)著 ; 常恩得, 俞安嬿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103 .-- 240 面; 21 公分 .-- (生

活叢書 ; EL003-1) .-- ISBN 978-626-

7136-1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健康法  244.9  

信仰造就手冊 / 謝豐慶著 .-- 九版 .-- 

新北市 : 愛鄰舍書屋, 11103 .-- 144 面; 

21 公分 .-- (一對一門徒造就陪讀手

冊 系 列 ) .-- ISBN 978-986-98078-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244.9  

相親相愛一家人 / 魏德瑜著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教靈

糧世界佈道會臺北靈糧堂, 11105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89-

5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244.9  

*神為何容許天災發生? / 大衛.鮑森

(David Pawson)著 ; 岳欣美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103 .-- 144 面; 19 公分 .-- (教

導叢書 ; ET054-2) .-- ISBN 978-626-

7136-0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痛苦 3.CST: 自

然災害  244.9  

逆轉!由不得你不行 : 逆轉系統神學

十講 / 劉乂鳴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11103 .-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95075-3-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244.9  

天天聽見神 / 魏樂德(Dallas Willard)

著 ; 鄔錫芬, 陳世英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104 .-- 

388 面; 19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986-198-93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心引力 : 從「心」教養,讓親子關係

從對立走向並肩,孩子會變好,你也是。 

/ 凱西.庫克著 ; 蘇心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3 .-- 288 面; 

21 公分 .-- (成長系列) .-- ISBN 978-

986-400-40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親職教育 

3.CST: 德育  244.982  

性,有問必答 : 解開 39 個孩子想知道,

大人不好答的性疑惑 / 約瑟.麥道衛

(Josh McDowell), 艾 琳 . 戴 維 斯 (Erin 

Davis)作 ; 秦蘊璞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

部, 11104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63-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青少年 3.CST: 

基督教  244.982  

教導你的孩子認識性別 : 在混亂文

化中為孩子領航  / 吉拉德 .甘迺迪

(Jared Kennedy)著 ; 錢佳茵, 李金鶴, 

趙家璧譯 .-- 新北市 : 真哪噠出版社, 

11104 .-- 96 面 ; 13X13 公 分  .-- 

(Evolution ; 7) .-- ISBN 978-626-95388-

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性別認同 

3.CST: 性教育  244.982  

挑戰真愛 / 史蒂文(Stephen Kendrick), 

亞理斯.肯瑞克(Alex Kendrick), 勞倫

斯.金普羅著 ; 薛立璇譯 .-- 三版 .-- 臺

北 市  : 保 羅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6202-35-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婚姻 3.CST: 夫

妻  244.99  

暴風雨中的家庭 : 十架如何醫治家

庭 /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作 ; 何

明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出版社,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937-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家庭 3.CST: 婚

姻  244.99  

21 世紀的教會論 : 如何形塑信仰群

體 :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2021 年雙連

講座論文集 = Ecclesi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 collected essays for the Suang-

Lien lectures(2021) at Taiwa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 曾宗盛, 孫寶玲, 

賴鴻專, 吳孟翰, 徐萬麟, 張志偉(以

撒.瓦歷斯), 陳寬義, 陳尚仁, 蔡慈倫, 

林汶娟作 ; 曾宗盛, 邱凱莉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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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88 面; 23 公分 .-- (台神雙連講座系

列 ; 2) .-- ISBN 978-957-556-932-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CST: 文集  245.07  

*牧會拾穗 / 員東路教會編 .-- 彰化縣

員林市 :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彰化中會員東路教會, 11103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301-1-

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CST: 基督教  245.2  

神從東方興起一人  / 左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全備福音出版社出版 : 

財團法人耶穌基督血水聖靈全備福

音佈道團石牌教會發行,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屬靈叢書 ; 20) .-- ISBN 

978-986-90958-4-6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教牧學  245.6  

陪你同行、與你同工 : 華人宣教士

關懷指南 / 王鈴惠, 何陳佩英, 邵莊秀

美, 陳善養, 陳彰儀, 張江光麗, 張憶

家, 龍維耐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

構, 11104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27-606-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教牧學 3.CST: 

輔導  245.6  

落地扎根,綻放芳華 : 天主教靈醫會

來台七十週年啟示實錄 / 靈醫會之

光編輯部編著 ; 郭約瑟主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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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52 面; 23 公

分 .-- (智慧書系列 ; 22) .-- ISBN 978-

626-95790-6-8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靈醫會  246.233  

我真愛講這故事 : 那些年、那些人、

這位上帝 / 鄭浚豪主編 .-- 新北市 : 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淡水教會, 11104 .-- 

41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986-

97833-1-6 (精裝) NT$7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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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淡水教會 

2.CST: 口述歷史  246.533  

傳承七十 : 傳揚福音.承擔使命 / 財團

法人中華基督教台中浸信會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

臺中浸信會, 11105 .-- 1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83391-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臺中浸

信會  246.6  

*改變世界的家 : 邁向廿一世紀的教

會新架構  / 渥夫根 .辛森 (Wolfgang 

Simson)著 ; 以琳編譯小組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教

會建造叢書 ; EC013-2) .-- ISBN 978-

626-7136-0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會 2.CST: 基督教  247  

雙翼展翅上騰的健康教會 / 金聖坤

著 ; 徐國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道

聲出版社, 11103 .-- 2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00-410-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基督教 2.CST: 教會 3.CST: 教

牧學  247  

恢復教會裡教育的生命力 : 十個關

鍵的理念 / 彭怡珍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華宣出

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176 面; 21

公分 .-- (教會建造叢書 ; 34) .-- ISBN 

978-957-556-93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教育  247.71  

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與國家 (1900-

1960) = Identity, n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 the Hmong people's journey 

towards Christianity in South-West 

China(1900-1960) / 胡 其 瑞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

社有限公司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

司發行, 11104 .-- 480 面; 22 公分 .-- 

(歷史文化叢書 ; 19) .-- ISBN 978-986-

6131-7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史 2.CST: 苗族 3.CST: 

中國  248.2  

其他宗教 

十方宇宙封神榜 彌勒天籙. 第一部 / 

彌勒皇佛作 ; 彌勒決賢神譯 .-- 臺北

市 : 彌勒皇教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4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5245-5-6 ( 上 冊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末法慈音. 第二部 / 無極證道院, 武廟

明正堂著作 .-- 臺中市 : 鸞友雜誌社, 

11104 .-- 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087-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圖說宗教 GPS. 5 / 張家麟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 , 

11104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8943-5-7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宗教文化  

271.9  

下林碧龍宮廟誌  / 謝奇峰, 吳明勳

作 .-- 臺南市 : 下林碧龍宮, 11104 .-- 

184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5950-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臺南市  272.097  

五福宮志 / 李豐楙, 林振源, 卓克華, 

蔡武晃, 林敬智, 呂燁, 李家愷編撰 ; 

李豐楙, 林振源主編 .-- 初版 .-- 桃園

市 : 南崁五福宮, 11103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92-1-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桃園市蘆竹區  272.097  

南崁源始 : 五福宮六甲子的地方巡

禮 / 鄭政誠總編輯 .-- 初版 .-- 桃園市 : 

南崁五福宮, 11103 .-- 3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892-0-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桃園市蘆竹區  272.097  

凝視螺陽三百年 : 西螺福興宮歷史

與文物集粹 / 楊朝傑, 李建緯著 .-- 

[臺中市] : 豐饒文化社 ; 雲林縣西螺

鎮 : 財團法人臺灣省雲林縣西螺福

興宮發行, 11104 .-- 1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06015-9-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歷史 4.CST: 民俗文物 5.CST: 雲林縣  

272.097  

樹林濟安宮己亥年五朝清醮醮志  / 

陳黃綠妹, 張文彥主編 .-- 新北市 : 財

團法人新北市樹林濟安宮, 11103 .-- 

272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

98439-1-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建醮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新北市樹林區  272.94  

神話 

腓尼基神話 : 從黑化神靈到美人魚

始祖,開啟歐洲璀璨文明的地中海古

老民族 / 龔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 遊 者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89-620-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神話 2.CST: 腓尼基  284  

術數；迷信 

十二星座、血型、生肖神祕密碼 / 

水炎君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拓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樂活 ; 14) .-- ISBN 978-

986-411-162-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CST: 血型 3.CST: 生

肖  292.22  

占星全指引 : 透過本命盤,理解靈魂

的內在風景 / 露易絲.愛丁頓(Louise 

Edington)著 ; 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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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8-227-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星圖十二宮位概述 / 阿蘭.歐肯(Alan 

Oken)著 ; 荊華, 浥森合譯 .-- 臺北市 : 

星辰幾何有限公司, 11106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47-0-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星盤上的恆星 : 星座、月宿與神話 / 

奧斯卡·霍夫曼(Oscar Hofman)著 ; 巫

利(Moli)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星空

凝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985-4-

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預兆教科書 : 運用 900 個日常「預兆」

揭示未來 / 鏡龍司作 ; 歐兆苓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05 .-- 17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20-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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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各地之籤詩文化研究 / 陳益

源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里仁書局, 

11103 .-- 85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95505-0-0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籤詩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文化研究 4.CST: 文集 5.CST: 臺灣  

292.7707  

靈動數字 : 強化運勢的祕法 = Logical 

code : make your fate powerful / 妙清居

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靛藍出版有

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25-7-0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數字  292.9  

星際種子神諭卡 : 喚醒靈魂的記憶,

釋放你的內在天賦和使命 / 芮貝卡.

坎貝爾(Rebecca Campbell)著 ; 丹妮爾.

諾爾(Danielle Noel)繪 ; 安德魯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04 .-- 144 面; 19 公分 .-- (Change ; 

4) .-- ISBN 978-626-95413-6-2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雷諾曼卡全書 / 蔡桑妮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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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841-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雷諾曼卡預言全書 = The prophecy of 

Renoman / 謝巖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宇宙計劃, 11103 .-- 29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83-0-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不要再問我怎麼詳批紫微斗數 / 許

紫捷, 黃恆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進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400

面; 21 公分 .-- (斗數叢書 ; 7026) .-- 

ISBN 978-626-95912-0-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失傳的陰陽大自然八字學. 基礎概論

篇 / 心心永恆文化編輯室編輯 .-- 臺

中市 : 心心永恆文化行, 11103 .-- 1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28-0-

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命書 2.CST: 生辰八字 3.CST: 

陰陽五行  293.12  

牛伯伯陪你讀<金鎖賦>、<銀匙歌> 

/ 黃崇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

出版社, 11104 .-- 176 面; 21 公分 .-- 

(牛伯伯陪讀 ; 5) .-- ISBN 978-957-36-

1602-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相書  293.2  

上哲博士玄空六法實務解析真訣  / 

沈上哲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沈上哲, 

11104 .-- 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08-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堪輿  294  

玄空三元九運 24 山向論證 / 邱馨誼

(河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育林出

版社,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677-76-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堪輿  294  

雪心賦透析 / 劉賁編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進 源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312 面; 21 公分 .-- (堪輿叢

書 ; 1095) .-- ISBN 978-626-95912-1-3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堪輿  294  

一個台灣巫師的影子書 / 丹德萊恩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06 .-- 5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32-1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95  

防禦魔法 / 傑森.米勒(Jason Miller)著 ; 

sad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雁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5-23-3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95  

黑魔法手帖 / 澀澤龍彥作 ; 蔡麗蓉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06 .-- 263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35-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CST: 中世紀 3.CST: 歐

洲  295  

新巫魔法書 / 安柏希雅.哈索恩作 ; 邱

俊銘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3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33-8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95  

妖怪大圖鑑 / 水木茂著 ; 王書銘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聖典系列 ; 52) .-- ISBN 

978-626-7094-34-1 (精裝) NT$750 普

遍級  

1.CST: 妖怪 2.CST: 日本  298.6  

自然科學類 

總論 

最後一個知識人 : 末日之後,擁有重

建文明社會的器物、技術與知識原

理 / 路易斯.達奈爾(Lewis Dartnell)著 ; 

蔡承志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320 面 ; 21 公分  .-- (科普漫遊 1 ; 

FQ1038X) .-- ISBN 978-626-315-101-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科學技術 3.CST: 

通俗作品  300  

好奇心圖解大百科. 6, 奇妙自然 / 桑

德拉.拉布卡利(Sandra Laboucarie)作 ; 

桑妮亞.芭瑞堤(Sonia Baretti), 皮耶.凱

利尤(Pierre Caillou), 凱蒂亞.德.康提

(Katia de Conti), 夏 洛 特 . 羅 德 瑞 爾

(Charlotte Roederer)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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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051-34-4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自然史 2.CST: 科學 3.CST: 通

俗作品  300.8  

科學教育 / 殷海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770-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文集  303  

不可思議的科學實驗王. 3, 忘憂城 / 

韓雨江, 李宏蕾主編 .-- 新北市 : 啟得

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160 面; 

23 公分 .-- (小創客 ; 16) .-- ISBN 978-

986-06648-9-8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漫畫  303.4  

荒島食驗家. 3, 檸檬牡蠣炊飯 / 王宇

清文 ; rabbit44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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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4-158-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通俗作品  

303.4  

*科學傳播與科普素養國際研討會暨

論壇論文集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forum 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literacy proceeding / Robert Myrtle, John 

Williams, 邵祖威, 施永裕, 劉可德, 蔣

振宇, 陳家進, 杜國銘, 游輝宏, 莊子

民, 林錫慶, 李旺龍, 陳俊亦, 李珉愷, 

吳怡萱, 梁朝雲, 余佳芳, 陳俊瑋, 梁

廷毓, 盧冠宏, 盧均展, 許博彥作 ; 葉

一璋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世新大

學共同課程委員會, 11103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060-46-5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文集  307  

萬物理論 / 胡萬炯著 .-- 五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05-72-6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文集  307  

天魔繼承者 / 文煌, 周文杰作 ; 氧氣

工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

際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60 面; 

23 公分 .-- (X 星際探險隊. II ; 1) .-- 

ISBN 978-986-0761-39-9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失控!狂暴巨猩 / 李國權作 ; 山頂工

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60 面; 

23 公分 .-- (X 極限挑戰王) .-- ISBN 

978-986-0761-38-2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科學發明王. 33 : 拯救地球大作戰 / 

Gomdori Co.文 ; Hong Jong-Hyun 圖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76 面; 25

公分 .-- (漫畫科學先修班) .-- ISBN 

978-957-658-796-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神奇圖書館 : 昆蟲特戰隊. 1, 衝出蟲

圍 / 凱叔作 ; 貓九插畫, 韓冰插畫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521-551-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跑跑薑餅人. 12, 尖端科技的科學 / 趙

珠熙文 ; 李泰榮圖 ; 徐月珠譯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168 面; 21 公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

802-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電線上的小鳥會觸電嗎? / 洪允熙作 ; 

金美延繪 ; 曹雅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128 面; 20 公

分 .-- (生活裡的酷科學 ; 1) .-- ISBN 

978-986-5588-7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攀越高手 / 饒國林作 ; 黑墨工作室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3 公

分 .-- (X 萬獸探險隊 III) .-- ISBN 978-

986-0761-42-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爆笑科學王. 10, 精神的動物世界 / 辛

泰勳著 ; 羅承暈繪 ; 林純慧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11105 .-- 192

面; 26 公分 .-- (知漫館 ; 10) .-- ISBN 

978-626-95493-6-8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爆笑科學王. 11, 精神的程式設計大

冒險 / 辛泰勳著 ; 羅承暈繪 ; 游茵茵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 

11105 .-- 192 面; 26 公分 .-- (知漫館 ; 

11) .-- ISBN 978-626-95493-7-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我是小小修理師. 1, 東西壞了怎麼辧? 

/ 福祿貝爾館編 ; 李彥樺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6

面; 22X31 公分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626-7050-97-2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我是小小修理師. 2, 東西不會動了怎

麼辧? / 福祿貝爾館編 ; 李彥樺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6 面; 22X31 公分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626-7050-98-9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我是小小修理師. 3, 東西不好用了怎

麼辧? / 福祿貝爾館編 ; 李彥樺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6 面; 22X31 公分 .-- (閱讀與探索) .-- 

ISBN 978-626-7050-99-6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8.9  

西方發明家 / 莊典亮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創, 11105 .-- 256 面; 

22 公分 .-- (學生一定要認識 ; 2)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95671-3-3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科學家 2.CST: 傳記 3.CST: 通

俗作品  309.9  

數學 

1 分鐘漫畫生活數學王 / 超模君, 方

運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32 面; 21X19

公分 .-- ISBN 978-626-324-14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漫畫  310  

生活萬事問數學 / 橫山明日希作 ; 林

農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159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411-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數學,這樣看才精采 : 李國偉的數學

文化講堂 / 李國偉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科

學文化 ; BCS221) .-- ISBN 978-986-

525-550-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電腦資訊科學 

計算機概論 : 科技趨勢深度剖析 / 王

麗琴, 郭欣怡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12-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  312  

計算機概論 : 資訊武功祕笈 / 趙坤茂, 

張雅惠, 黃俊穎, 黃寶萱著 .-- 十七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29-5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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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電腦  312  

最新計算機概論  / 陳惠貞著 .-- 十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5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3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  312  

最新計算機概論. 2023 / 施威銘研究

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5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2-713-0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電腦  312  

輿情操縱 : 數據分析鼻祖西模麥堤

公司的起落與影響 / 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著 ; 高子璽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行路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5 .-- 3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44-3-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西模麥堤公司(Simulmatics 

Corporation) 2.CST: 資料探勘 3.CST: 

資料處理 4.CST: 政治社會學 5.CST: 

美國  312.1029  

Software architecture in practice 中文版 

/ Len Bass, Paul Clements, Rick Kazman

著 ; 賴屹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40-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軟體 2.CST: 系統架構 

3.CST: 系統設計  312.12  

*灰色關聯分析暨灰色權重模型 / 温

坤禮, 温惠筑著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台灣感性資訊學會, 11103 .-- 208 面; 

25 公分 .-- (台灣感性資訊學會系列

叢書) .-- ISBN 978-986-97925-6-1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系統論 2.CST: 系統分析 

3.CST: 演算法  312.121  

計算機組成原理 : 作業系統概論. II / 

北極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81-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電腦工程 2.CST: 作業系統  

312.122  

*Azure 雲端運算實戰 : 使用 PaaS 服

務快速打造交談式聊天機器人 / 莊

閔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3 公

分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626-333-062-7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雲端運算 2.CST: 

Type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136  

Google Apps Script 雲端自動化與動態

網頁實戰 / 呂國泰, 王榕藝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4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雲端運算 2.CST: 電腦程式 

3.CST: 網頁設計  312.136  

TQC+ 響 應 式 網 頁 設 計 認 證 指 南

RWD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3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頁設計 2.CST: 全球資訊網 

3.CST: 考試指南  312.1695  

決戰微前端 : 新世代企業網站的敏

捷整合指南 / Michael Geers 作 ; 林亭

儀譯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710-9 (平裝) NT$599 普

遍級  

1.CST: 網站 2.CST: 網頁設計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312.1695  

All in One Solidity : 完整掌握智能合

約,成為獨立開發 Dapp 的區塊鏈工程

師 / KryptoCamp 編輯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3-079-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電腦程式設計 2.CST: 電子貨

幣 3.CST: 電子商務  312.2  

從虛擬機器入門程式語言的設計與

實作 : 解析程式語言機制 / 蒼時弦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3-064-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腦程式語言 2.CST: 電腦程

式設計  312.3  

從零開始學 Visual C# 2022 程式設計 

/ 李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63-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Java SE 17 技術手冊 / 林信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7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4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  

Java 也可以 K8s : 使用最新 Quarkus

打造新世代原生微服務 / 任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98-0 (平裝) NT$980 普

遍級  

1.CST: Java(電腦程式語言) 2.CST: 電

腦程式設計  312.32J3  

Python 論文數據統計分析 / 洪煌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724-6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好好玩!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與實例

應用 : 鍛鍊邏輯思維 x 徹底掌握核心 

/ 李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65-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零基礎入門的 Python 自動化投資 : 20

年操盤手團隊量化通,教你從零開始

學程式交易,讓你輕鬆選股、判斷買

賣時機,精準獲利 / 量化通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3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86) .-- ISBN 978-986-

507-822-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股票投資  312.32P97  

數位影像處理 : Python 程式實作 / 張

元翔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36-3 (平裝

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數位影像處理  312.32P97  

Autodesk 3ds Max ACU 國際認證應考

攻略(適用 2019/2020/2021) / 碁峰資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1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4-147-3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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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3D STUDIO MAX(電腦程式) 

2.CST: 電腦動畫 3.CST: 考試指南  

312.49A3  

MOS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 Microsoft 

Access Expert (Access and Access 2019) 

Exam MO-500 / 王仲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4-14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ACCESS 2019(電腦程式) 

2.CST: 考試指南  312.49A42  

AutoCAD 電腦輔助設計 / 邱嘉佑作 .-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4 .-

- 6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6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AutoCAD(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A97  

Autodesk AutoCAD ACU 國際認證應

考攻略(適用 2018/2019/2020) / 碁峰資

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1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3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AutoCAD(電腦程式) 2.CST: 

考試指南  312.49A97  

Excel 2021 嚴選教材!核心觀念 x 範例

應用 x 操作技巧 / 楊世瑩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4-12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Excel 自學聖經 : 從完整入門到職場

活用的技巧與實例大全 / 文淵閣工

作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3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實戰 Excel 行銷分析 : 不寫程式也能

分析大數據 / 陳俊凱, 鍾皓軒, 羅凱揚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4-130-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49E9  

BAP Presentations 商 業 簡 報 Using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 商務專

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 Fundamentals 

Level 實戰指南 / JYiC 認證研究團隊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42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PowerPoint 2010(電腦程式) 

2.CST: 考試指南  312.49P65  

SOLIDWORKS Premium 培訓教材  /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5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3-06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SOLIDWORKS 工程圖培訓教材  /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544 面; 26 公分 .-

- 2022 繁體中文版 .-- ISBN 978-626-

333-060-3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SolidWorks 曲面與動畫武功秘笈 / 陳

俊鴻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4 .-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6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SOLIDWORKS 零件與組合件培訓

教 材  /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作 .-- 初版 .-- 新

北 市  : 博 碩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584 面; 26 公分 .-- 2022 繁體

中文版 .-- ISBN 978-626-333-059-7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跨平台 App+Web API 實戰 : 使用

Flutter 和 ASP.NET Core 開發尋寶遊

戲 / 陳明山(Bruce)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

058-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30 天與 Docker 做好朋友 : 跟鯨魚先

生一同探索開發者的大平台 / 周建

毅(Miles)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3 公分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

書) .-- ISBN 978-626-333-078-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4  

Python x 資料結構刷題鍛鍊班 / 謝樹

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3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12-712-3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資料結構 2.CST: Python(電腦

程式語言)  312.73  

圖解資料結構 : 使用 C++ / 黃建庭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3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23-41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料結構 2.CST: C++(電腦程

式語言)  312.73  

QGIS 空間大數據分析 / 汪志忠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悅翔數位印刷有限

公司, 11104 .-- 11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896-2-2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1.CST: 大數據 2.CST: 資料探勘 

3.CST: 地理資訊系統  312.74  

製造數據科學 : 智慧製造與數位決

策之實踐 / 李家岩, 洪佑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6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96-9-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子資料處理 2.CST: 資料探

勘 3.CST: 資料庫管理 4.CST: 製造業  

312.74  

MongoDB 實戰應用 / 朱克剛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3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4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料庫管理系統 2.CST: 關聯

式資料庫  312.7565  

Autodesk Maya ACU 國際認證應考攻

略(適用 2018/2019/2020) / 碁峰資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1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4-135-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MAYA(電腦程式) 2.CST: 電

腦動畫 3.CST: 考試指南  312.8  

KODU 邊玩邊學 程式設計寶典 / 葉

國勝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4 .-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

51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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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宇 宙  : 浪 潮 之 巔 + 無 限 創 新  = 

Metaverse next level / 危文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46-02-6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電子商務 

3.CST: 網路經濟學  312.8  

打開人工智慧黑箱  / 凱特 .克勞馥

(Kate Crawford)著 ; 呂奕欣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5 .-- 336 面; 21 公

分 .-- (臉譜書房 ; FS0146) .-- ISBN 

978-626-315-099-7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312.83  

不再理論化 : 聯邦學習親自動手工

程專案實作 / 向小佳, 李琨, 王鵬, 鄭

方蘭, 田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

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76-97-3 (平

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312.831  

超圖解資料科學 X 機器學習實戰探

索 : 使用 Google 試算表就 Go / 陳宗

和, 王雅惠, 陳瑞泓, 楊清鴻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711-6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資料探勘  

312.831  

讓 AI 安全上工 : 新觀念隱私保護機

器學習 / 王力, 張秉晟, 陳超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42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00-2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資訊安全  

312.831  

Google 翻譯實作 : 機器翻譯 NLP 基

礎及模型親手打造 / 肖桐, 朱靖波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86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46-01-9 ( 平 裝 ) 

NT$880 普遍級  

1.CST: 自然語言處理  312.835  

天文學 

圖解恆星系 : 最權威的恆星、星系

與 星 座 導 覽 圖  / 羅 伯 特 . 丁 威 迪

(Robert Dinwiddie)等著  ; 胡佳伶翻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8X24 公

分 .-- ISBN 978-986-06934-8-5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恆星 2.CST: 星座  323.8  

神的方程式 : 對萬有理論的追尋 / 加

來道雄著 ; 蔡承志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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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學

人文 ; 82) .-- ISBN 978-626-335-24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宇宙論  323.9  

外星生活大傳奇 : 美國科學家在澤

塔星的所見所聞  / 廖日昇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喜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3 公分 .-- (星際傳

訊 ; 9) .-- ISBN 978-626-95202-5-1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太空科學 2.CST: 外星人 

3.CST: 奇聞異象  326.9  

自然現象如何形成 / 王晶作 .-- [新北

市] :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4X26 公分 .-- (知識圖鑑百科 ; 

12) .-- ISBN 978-626-95729-1-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氣象學 2.CST: 天氣 3.CST: 通

俗作品  328  

*暖化神學 : 經濟、生態、教會 / 楊

順從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神出版

社, 11104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8764-8-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地球暖化 2.CST: 環境倫理學 

3.CST: 神學  328.8018  

聖誕老公公變瘦了! / 許晃雄故事原

創 ; Singing 圖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48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25-560-2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地球暖化 2.CST: 全球氣候變

遷 3.CST: 通俗作品  328.8018  

物理 

給未來總統的物理課  / 理查 .繆勒

(Richard A. Muller)著 ; 蔡承志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613-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2.CST: 通俗性讀物 

3.CST: 媒體  330  

黑洞裡的時間旅行者 : 穿越奇點、

探索未來,物理學家的超時空冒險記! 

/ 趙崢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2-270-7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2.CST: 通俗作品  

330  

21 世紀諾貝爾物理獎 : 2001-2021 / 科

學月刊社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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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05-4-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物理學 2.CST: 諾貝爾獎 

3.CST: 傳記  330.99  

相對的宇宙,愛因斯坦的困惑 : 黑洞

謎團、弔詭悖論、學者舌戰......淺談

相對論與 20 世紀物理學 / 張天蓉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4 .-- 25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287-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相對論 2.CST: 通俗作品  

331.2  

時間的形狀 : 相對論史話 / 汪詰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368 面; 

23 公分 .-- (自由學習 ; 15) .-- ISBN 

978-626-95747-7-3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相對論 2.CST: 通俗作品  

331.2  

從零開始的量子力學 : 從骰子遊戲

到生死未卜的貓,你非深究不可的神

祕理論 / 朱梓忠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 29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294-3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量子力學  331.3  

統一場論 / 胡萬炯著 .-- 五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 1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05-71-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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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統一場論  331.42  

單位 : 生活中的單位知識一次掌握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吳家葳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80 面; 25 公分 .-- (少

年伽利略 ; 24) .-- ISBN 978-986-461-

284-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度量衡 2.CST: 科學  331.8  

圖解熱力學 / 李柏諠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766-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熱力學  335.6  

基本電學 / 賴柏洲編著 .-- 九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3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學  337  

化學 

升二技.插大.私醫聯招.學士後(中)醫

普通化學. 上 / 方智作 .-- 三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3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化學  340  

21 世紀諾貝爾化學獎 : 2001-2021 / 科

學月刊社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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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05-5-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化學 2.CST: 諾貝爾獎 3.CST: 

傳記  340.99  

生活中的元素週期表 : 真希望老師

這樣教!用「看得見、摸得到、用得

上」的人事物學會 118 個化學元素,

再也不用死記硬背 / 金炳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美藝學苑出版社 , 

11105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220-49-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元素 2.CST: 元素週期表  

348.21  

地質學 

經略海洋社會面向論叢 / 張競作 .-- 

臺北市  : 文藝復興電影有限公司 , 

11104 .-- 200 面; 35 公分 .-- ISBN 978-

626-95927-0-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海洋學 2.CST: 海洋開發 

3.CST: 文集  351.907  

國家地理小小礦石與貝殼探險家  / 

莫 伊 拉 . 蘿 絲 . 唐 諾 修 (Moira Rose 

Donohue)著 ; 邱淑慧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大 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12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06934-9-2 (精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岩石 2.CST: 礦物 3.CST: 貝殼

類 4.CST: 通俗作品  358  

101 恐龍特寫圖鑑 / 崔有聖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140 面; 34 公分 .-- 

ISBN 978-626-7071-47-2 ( 平 裝 ) 

NT$480 .-- ISBN 978-626-7071-50-2 (精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化石 2.CST: 通俗作品  

359.574  

恐龍小百科 /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作 .-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144 面; 17X17 公

分 .-- ISBN 978-626-7071-69-4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化石 2.CST: 通俗作品  

359.574  

生物學 

普通生物學 / 陳南宏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揚出版社, 11103 .-- 22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599-976-6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360  

天道探源 : 天地人關係的科學 / 盧瑞

鍾著 .-- 新北市 :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

社, 11104 .-- 196 面; 21 公分 .-- (文史

哲 理 研 究 叢 書 ) .-- ISBN 978-626-

95092-2-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生命論 2.CST: 科學  361.1  

*成為宇宙心魂 : 關於疫苗、關於大

流行 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的

一些想法  / 魯道夫 .史代納 (Rudolf 

Steiner)著 ; 宇宙織錦編輯部編輯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宇宙織錦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196 面; 21 公分 .-

- (人智學經典系列 .史代納譯叢  ; 

CAC.S3) .-- ISBN 978-986-06533-6-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施泰納(Steiner, Rudolf, 1861-

1925) 2.CST: 生命論 3.CST: 心身醫

學 4.CST: 流行病學  361.1  

生物張力共構 : 生命結構的基石  / 

Graham Scarr, Stephen M Levin 原著 ; 

楊怡強, 蔡坤庭, 柯乃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

45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物力學  361.72  

神祕的螢火蟲公路 / 嚴淑女文 ; 傳動

數位設計部圖 .-- 初版 .-- 嘉義市 : 交

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 

11104 .-- 42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1-395-1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螢火蟲 2.CST: 生態教育 

3.CST: 通俗作品 4.CST: 阿里山國家

風景區  367  

普通生態學 / 陳南宏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揚出版社, 11103 .-- 39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57-599-977-3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生態學  367  

植物學 

大臺中中醫師公會藥用植物調查. 大

坑 9 號登山步道篇 / 黃世勳, 蕭世洪, 

林煥章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臺

中市大臺中中醫師公會, 11104 .-- 160

面; 21 公分 .-- (本草行腳 ; 3) .-- ISBN 

978-986-86891-4-5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藥用植物 2.CST: 植物圖鑑 

3.CST: 臺中市北屯區  376.15025  

動物學 

小朋友最愛的世界動物地圖 / 瑪格.

錢寧(Margot Channing)著 ; 愛麗絲.波

特(Alice Potter)繪 ; 李雅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16 面; 27X27 公分 .-

- ISBN 978-626-317-746-8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動物 2.CST: 通俗作品 

3.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380  

野生動物世界 : 北半球 / 迪特.布朗圖.

文 ; 郭芳君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新

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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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526-192-

4 (精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野生動物 2.CST: 繪本  380  

動物溝通師 : 傳達靈魂深處的愛,你

好不好 / 藍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6-08-6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動物心理學  383.7  

貝之道 = Sea shell diversity @ Yilan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編輯 .-- 宜蘭縣

頭城鎮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宜蘭

縣自然史教育館,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宜蘭縣政府農業處, 11103 .-- 340 面; 

21X29 公分 .-- (蘭博研究 ; 12)(蘭陽生

物多樣性) .-- ISBN 978-986-5418-81-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貝殼類 2.CST: 動物圖鑑 

3.CST: 宜蘭縣  386.733025  

令人歎為觀止的昆蟲蛻皮圖鑑 : 透

過 288 種美麗「蟲蛻」來探索昆蟲

世界的奧祕 / 安田守作 ; 何姵儀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1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昆蟲學 2.CST: 昆蟲  387.7  

潛入迷你王國 / 安娜.貞洛斯基(Anne 

Jankéliowitch)文 ; 伊莎貝拉 .西穆勒

(Isabelle Simler)圖 ; 許少菲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 64 面 ; 37 公分  .-- ISBN 978-626-

95760-0-5 (精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昆蟲 2.CST: 繪本  387.7  

我們的椿象圖鑑 : 麻煩的事物變成

大家的寶貝 / 鈴木海花文 ; 秦好史郎

繪 ; 游韻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快

樂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4 .-- 4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760-1-2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半翅目 2.CST: 昆蟲 3.CST: 通

俗作品  387.764  

油羅野蜂狂 : 獨居蜂的秘密生活 = 

The bee fanatics of Youluo : the secret 

lives of solitary bees / 古進欽, 李潛龍, 

林秋玫作 ; 荒野保護協會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45-983-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蜜蜂 2.CST: 動物生態學  

387.781  

追蝶人 : 詹家龍與台灣最美 85 隻蝴

蝶的故事 / 詹家龍著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12 面; 

23 公分 .-- (Spotlight ; 9) .-- ISBN 978-

957-658-799-3 (精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蝴蝶 2.CST: 紀錄片 3.CST: 臺

灣  387.793  

魚類百科圖鑑 / 福井篤監修 ; 張萍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05 .-- 224 面; 26 公分 .-- (自

然百科 ; 5) .-- ISBN 978-626-320-108-8 

(精裝) NT$999 普遍級  

1.CST: 魚類 2.CST: 動物圖鑑  388.5  

鳥事一堆!超崩潰鳥類觀察筆記 / 馬

特.克拉赫特(Matt Kracht)作 ; 吳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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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59-401-6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鳥類 2.CST: 動物行為  388.8  

尋找朱鷺五萬里 / 潘美慧文 ; 曾靖軒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326-355-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鵜形目 2.CST: 動物保育 

3.CST: 繪本  388.897  

人類學 

人 體 解 剖 學  / Kenneth Saladin, 

Christina A. Gan 著 ; 王懷詩, 周光儀, 

馮琮涵, 李靜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9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1-48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394  

練好你的腰大肌 : 活化能量系統,讓

身心靈都放鬆 / 喬安.史道格瓊斯(Jo 

Ann Staugaard-Jones)著 ; 王念慈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501-3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腰 2.CST: 肌肉生理 3.CST: 運

動訓練 4.CST: 運動健康  395.7  

WOW 科學妙妙妙 : 驚奇連連的人體

探索之旅 / Mindy Thomas, Guy Raz 著 ; 

Jack Teagle 繪 ; 羅亞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192 面; 26 公分 .-- (科學童

萌) .-- ISBN 978-957-14-743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學 2.CST: 通俗作品  

397  

圖解不可思議的人體機密檔案 / 中

島雅美作 ; 甘為治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6 .-- 20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17-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體學 2.CST: 通俗作品  

397  

*圖解生理學 / 柯雅惠著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3 .-- 224 面; 21 公

分 .-- (Knowledge BASE 系列) .-- ISBN 

978-986-480-219-7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人體生理學  397  

生長發育專刊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內分泌學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內 分 泌 學 會 , 

11103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97559-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內分泌學 2.CST: 內分泌系統  

398.6  

臨床內分泌與新陳代謝名詞專刊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暨糖

尿病學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 11103 .-

- 60 面 ;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7559-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內分泌學 2.CST: 新陳代謝 

3.CST: 名詞  398.6  

趣味蛋白質 : 從蛋白質的作用到每

日需求量,認識減重、肌力及健康絕

不可缺的「蛋白質」! / 藤田聰著 ; 

高慧芳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105 .-- 128 面; 23 公

分 .-- (知的! ; 187) .-- ISBN 978-626-

320-107-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蛋白質 2.CST: 健康飲食 

3.CST: 減重  399.7  

應用科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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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Rhinoceros 3D 立體模型武功祕笈 / 蔣

柏文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4 .-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7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業設計 2.CST: 電腦程式 

3.CST: 電腦輔助設計 4.CST: 電腦輔

助製造  402.9  

醫藥 

訂製你的無病人生 : 30 問掌握預防、

診斷、治療、照護對策 / 林惠君, 黃

筱珮, 吳佩琪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240 面; 23 公分 .-- (社會人

文  ; BMP020) .-- ISBN 978-986-525-

527-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醫學 2.CST: 問題集  410.022  

21 世紀諾貝爾生醫獎 : 2001-2021 / 科

學月刊社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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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05-6-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生物醫學 2.CST: 諾貝爾獎 

3.CST: 傳記  410.99  

(近現代)台灣中醫史名人傳錄 / 陳潮

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知音出版社, 

11103 .-- 37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435-020-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醫師 2.CST: 臺灣傳記  

410.9933  

日治時期台灣客籍醫師名鑑(附:昭

和十九年台灣醫師會員名錄) / 沈佳

姍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空中

大學, 11104 .-- 34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75-0-5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醫師 2.CST: 客家 3.CST: 臺灣

傳記  410.9933  

369 排毒飲食聖經  / 安東尼 .威廉

(Anthony William)著 ; 郭珍琪, 吳念容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05 .-- 640 面; 23 公分 .-- (健

康與飲食 ; 142) .-- ISBN 978-626-320-

115-6 (平裝) NT$699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1  

(能量瑜伽解剖)氣脈.肌群.骨骼全書 : 

史上最完整!體位.脈輪.調息.鎖印.手

印.冥想全收錄 / 米雷婭.帕蒂尼奧.寇

爾(Mireia Patiño Coll)著 ; 劉佳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5480-84-4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瑜伽 2.CST: 人體解剖學  

411.15  

寶瓶時代的教師 / 昆達里尼研究學

院作 ; Wahe Guru 團隊, 蔡雅菁翻譯 .-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臺灣昆達里尼瑜

伽教師協會, 11103 .-- 冊 .-- ISBN 978-

986-97115-5-5 (全套 :平裝 ) NT$1350

普遍級  

1.CST: 瑜伽 2.CST: 教師  411.15  

腦排毒飲食法 : 腦科醫生推薦的 7 天

實踐食譜,幫你驅除腦霧,防健忘、抗

失智,喚醒大腦防禦力 / 白澤卓二, 小

田真規子作 ; 高秋雅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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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396-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健腦法 2.CST: 健康飲食 

3.CST: 食譜  411.19  

日本權威營養師,萬人見證超簡易食

療法 : 這樣吃消除浮腫肥胖、撫平

皺紋鬆弛、迅速下降肌齡...... / 菊池

真由子著 ; 蔡麗蓉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160 面; 23

公分 .-- (醫藥新知 ; 4038) .-- ISBN 

978-626-7095-30-0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食療  411.3  

增肌 x 減脂.科學化飲食全書 : 掌握

營養學基礎,打造個人化菜單,有效擺

脫健身撞牆期 / 麥克.伊斯拉特(Mike 

Israetel), 梅 麗 莎 . 戴 維 斯 (Melissa 

Davis), 珍.凱斯(Jen Case), 詹姆斯.霍

夫曼(James Hoffmann)著 ; 王啟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384 面; 23 公分 .-

- (健康樹 ; 170) .-- ISBN 978-986-507-

807-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營養學 

3.CST: 健身  411.3  

簡單的家常便飯,不簡單的營養學問 : 

冰箱的食材,日常的習慣,正確的觀念,

原來美味與養生結合如此簡單! / 陳

明憲, 盧維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5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295-0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食物 2.CST: 營養 3.CST: 健康

飲食  411.3  

保健食品全書增修版 : 現代人 13 大

需求項目✕100 種熱門保健食品,滿

足家庭的各種保健需求! / 江省蓉等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3 .-- 

464 面; 23 公分 .-- (Knowing more) .-- 

ISBN 978-986-480-220-3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食品  411.373  

核心逆齡 / 徐棟英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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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224 面; 28 公分 .-- (health) .-- 

ISBN 978-626-7087-25-1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1.CST: 肌肉 2.CST: 運動健康  

411.71  

快眠大全 : 利用光線 x 體溫 x 腦科學

的 123 個科學睡眠養護法,終結身心

腦疲勞 / 菅原洋平作 ; 王華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Lead ; 

3) .-- ISBN 978-957-658-798-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睡眠 2.CST: 健康法  411.77  

人氣飲食法減重教戰指南 : 營養師

精選 10 種飲食法,從減重原理到復胖

率、執行方式到餐食計畫,透過認識

自己找對方法,打造永不復胖的易瘦

體質。 / 陳嫚羚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

06452-9-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健康飲食  

411.94   

*智慧掌舵,健康掌握 / 張蕊仙, 戴旭

志, 廖秀慧, 羅林雯, 梁豔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

版部, 11103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407-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衛生政策 2.CST: 國民健康管

理 3.CST: 網路科技 4.CST: 苗栗縣  

412.133/113  

下世代醫療的法制新視野 / 財團法

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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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 科 技 法 律 研 究 所 ,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81-862-3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醫事法規 2.CST: 文集  

412.2107  

*就位.無畏 : 內政抗疫全員並肩 / 張

雅琳, 夏凡玉, 李玟萱, 陳麗婷採訪撰

文 ; 陳宗彥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內政部, 11103 .-- 1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38-00-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412.471  

戰疫堡壘 : 防疫決戰於集中檢疫所,

再頑強的病毒都得經過這一關 / 衛

生福利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 11104 .-- 35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04-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412.471  

3D 列印作業 環境危害探討  = 3D 

printing workplace environmental 

hazards measurement / 余國賓, 徐雅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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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1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25-25-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人因工程檢核系統導入事業單位研

究  = The field test and evaluation of 

ergonomic checklist / 杜珮君, 林志隆, 

林久翔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 1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5-21-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災害  

412.53  

久站(走)下肢肌肉疲勞評估技術及

改 善 之 研 究  = Assessment of lower 

etremity muscles fatigue for prolong 

standing (or walking) analysis approches 

/ 陳信宏, 李旻軒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 11105 .-- 1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25-26-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勞工傷害  

412.53  

中高齡勞工職場風險因子對健康影

響之探討 =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workplace risk factors on health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workers / 李貞

嫺, 康雅菁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

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 11105 .-- 1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36-6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職業衛生 2.CST: 勞工衛生  

412.53  

可呼吸性結晶型二氧化矽粉塵之採

樣方法探討 = A study of the sampling 

device for respirable crystalline silica 

dust / 鐘順輝, 錢葉忠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 8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27-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外氣供應局部排氣控制技術探討 = 

A study on ventilation control techniques 

for exhaust hoods with outdoor makeup 

air devices / 王順志, 莊侑哲研究主

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 15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30-4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職業衛生 2.CST: 環境衛生  

412.53  

生物偵測技術發展現況及方法引進 

= Current status of biological monitoring 

and reference methods / 陳正堯, 蔡詩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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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7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25-52-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作業時間短暫粉體投料通風控制設

施改善研究 = A study of improvement 

of ventilation control facilities for powdr 

feeding of chemical tanks in a short 

working time / 鐘順輝, 吳俊德研究主

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 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28-1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我國勞工乳癌之流行病學研究及勞

工參與乳癌、大腸癌、口腔癌及子

宮 頸 癌 之 四 癌 篩 檢 成 效 分 析  =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creening 

projects for breast, colorectal, oral and 

cervical cancers on health effects among 

workers / 洪敬宜, 張大元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4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37-3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奈米微粒作業人員職業危害調查研

究 = Occupational hazards evaluation in 

engineered nanoparticles manufacturing 

workers / 潘致弘, 莊凱任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 11106 .-- 13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25-38-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室內裝修業勞工肌肉骨骼傷害調查

及傷害改善輔導 = A survey on work-

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of 

interior decoration workers and injury 

improvement counseling / 陳信宏, 李正

隆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

部 勞 動 及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 

11105 .-- 23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5-20-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勞工傷害  

412.53  

病媒防治業勞工暴露危害評估研究 

= A study on hazard assessment of labor 

exposure in vector control industry / 李

貞嫺, 陳美蓮研究主持 .-- 1 版 .-- 新

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11105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35-9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高足部壓力與肌肉骨骼不適研究 = 

Study on high foot pressure and 

musculoskeletal discomfort / 杜珮君, 陳

秋蓉, 彭賢德研究主持 .-- 1 版 .-- 新

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11105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22-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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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勞工衛生 2.CST: 勞工傷害  

412.53  

廢塑膠循環處理作業勞工有害物暴

露調查及生物偵測研究 = A study of 

hazardous exposure to workers in waste 

plastic recycling operations investigation 

and biomonitoring / 鄭乃云 , 汪禧年

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9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47-2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職場有害物智慧監測技術推廣輔導

研究 = The study of optim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smart monitoring 

system for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the 

workplace / 鄭乃云 , 陳均衡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50-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職業衛生數據及勞工作業環境暴露

監 測 統 計 先 驅 研 究  =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databases and labor 

exposures monitoring statistics at pioneer 

research / 郭浩然, 徐雅媛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33-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職業衛生 2.CST: 勞工衛生  

412.53  

關 鍵 指 標 法 適 用 性 分 析 研 究  = 

Research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key 

indicator method / 杜珮君, 陳協慶研究

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23-

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勞工傷害  

412.53  

黃帝內經家庭調理祕笈 / 晶冠編輯

部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晶冠出版

有限公司, 11104 .-- 392 面; 21 公分 .-

- (養生館 ; 51) .-- ISBN 978-626-95426-

3-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內經 2.CST: 中醫理論 3.CST: 

養生  413.11  

三部六病臨證發微 / 武德卿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5 .-- 222 面; 21 公分 .-- (中醫

保健站 ; 108) .-- ISBN 978-986-346-

364-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傷寒論 2.CST: 研究考訂  

413.329  

古今名醫臨證醫案 / 白漢忠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元書局, 11103 .-- 

310 面; 21 公分 .-- (養生叢書 ; 5013) .-

- ISBN 978-986-06901-5-6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病例  413.8  

山元式新頭針 : 刺激點按壓保健法 / 

高資承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1 公

分 .-- (健康百科 ; 56) .-- ISBN 978-626-

320-110-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針灸  413.91  

天罡 36 陣針法 / 李相諒著 .-- 初版 .-

- 新 北 市  : 李 美 玲 設 計 工 作 室 , 

11105 .-- 23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971-0-9 (精裝) 普遍級  

1.CST: 針灸 2.CST: 經穴  413.91  

養生功 : 讓你健康長壽的祕訣 / 吳季

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05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1-266-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氣功 2.CST: 養生  413.94  

臨床中藥學 : 總論 / 高學敏, 鍾贑生

主編 .-- 臺北市 :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5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836-1-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藥學  414  

醫護檢驗手冊 = Medical and nursing 

diagnostic and laboratory test handbook / 

林清江, 楊文琪, 羅靜婷, 胡綾真, 張

怡娟, 林冠華, 陳炯瑜, 翁淑娟, 徐志

宏, 黃嫦芳, 鄭高珍, 楊俊杰, 陳珊吟, 

邱定宇, 曾維昌, 黃美涵, 蔡麗紅, 瞿

馥苓, 程紋貞, 林正浩, 陳美滿, 高潔

純, 郭繼陽合著 .-- 四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94-647-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檢驗醫學 2.CST: 手冊  

415.12026  

下一個世代的高級心臟救命術 : 超

音波嵌入急救指引 臨床案例探討及

應用 / 連琬菁, 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急救復甦超音波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力大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

- 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7364-

98-2 (精裝) 普遍級  

1.CST: 急救 2.CST: 心肺復甦術  

415.22  

內科住院醫師醫療手冊 : 依症狀分

類解析 / 聖路加国際病院內科専門

研修委員会原著 ; 江孟庭, 陳虹儒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

社, 11104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8-45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內科 2.CST: 急診醫學 3.CST: 

急救  415.22  

醫療急救 / 商茗苑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23-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急救 2.CST: 緊急醫療救護  

415.22  

急診醫學醫療手冊 / 胡勝川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有限公

司, 11104 .-- 52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9519-94-6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急診醫學 2.CST: 手冊  

415.22026  

結核病診治指引 = Taiwan guidelines 

for TB diagnosis & treatment / 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著 ; 江振源主編 .-- 

第七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 11103 .-- 192 面; 30 公分 .-- 

( 防 疫 學 苑 系 列 ) .-- ISBN 978-626-

7137-03-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結核病  415.462  

胰臟癌探戈 / 金恒煒, 張文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376 面; 21 公分 .-- 

( 當 代 叢 書  ; 95) .-- ISBN 978-626-

95679-3-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胰臟癌  415.549  

糖汰宗書院 : 糖尿病之控糖寶典 / 蔡

佳樺, 黃維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3 公分 .-- (DM2221) .-- ISBN 978-

986-0776-99-7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糖尿病 2.CST: 保健常識  

415.668  

完全解析腹膜透析醫療&居家照護

大小事 /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腎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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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腹膜透析醫療團隊合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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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 (Dr.Me 健康系列 ; D0189) .-- ISBN 

978-626-95742-9-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腹膜透析 2.CST: 透析治療 

3.CST: 健康照護  415.8162  

失智不失志 : 專科醫師教你預防和

改善失智症 / 林子堯, 林典佑作 .-- 桃

園市 : 黃淑容出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經銷部經銷, 11104 .-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

9910-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失智症 2.CST: 預防醫學  

415.934  

健腦工程 : 預防失智的 12 堂大腦建

築課 / 陳皓嬿撰文 .-- 一版 .-- 新北市 : 

聯合報系,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29853-7-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失智症 2.CST: 健腦法  

415.934  

與失智共舞 曹爸有方 / 曹汶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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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悅讀健康系列 ; HD3175) .-

- ISBN 978-626-95742-7-8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失智症 2.CST: 健康照護  

415.934  

與家長同行,照顧腦性麻痺兒童 / 臺

大專業醫療團隊執筆 ; 賴彥廷, 黃瓊

瑩等合著 ; 陳怡君, 郭瑞芬繪圖 .-- 一

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分有

限公司發行, 11105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14-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腦性麻痺 2.CST: 腦性麻痺兒

童  415.936  

解痛聖經 : 所有疼痛都能救! / 梁恆

彰, 楊翠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幸

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09-4-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疼痛醫學  415.942  

*心率變異 HRV 與自律神經 ANS : 探

索人體生理回饋的根源 / 孫德銓, 張

永賢, 陳惟華, 葉宗烈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台灣科學地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900-0-1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自主神經系統疾病  415.943  

躁鬱大學 / 坂口恭平作 ; 謝如欣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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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7) .-- ISBN 978-986-175-

672-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躁鬱症 2.CST: 通俗作品  

415.985  

囤 積 癖  / 珍 妮 佛 . 霍 華 德 (Jennifer 

Howard)著 ; 陳義仁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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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12-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強迫症 2.CST: 囤積性格 

3.CST: 消費心理學  415.991  

神經療法教科書及圖解 : 以局部麻

醉劑診斷及治療 / 漢斯.巴洛普(Hans 

Barop)作 ; 李岩恒, 周承嶽, 林俊言, 吳

書毅, 蔡昆守, 蕭奕翰, 譚弘熙譯 .-- 新

北市 : 易利圖書有限公司, 11103 .-- 

312 面 ; 29 公 分  .-- ISBN 978-986-

06100-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局部麻醉 2.CST: 神經系統 

3.CST: 治療學  416.54  

奇蹟回春關節不老術 / 韓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71-935-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骨科 2.CST: 關節 3.CST: 健康

法  416.6  

*骨骼保健面面觀 : 運動、生活型式

與飲食營養 / 楊榮森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陳素蓉, 11104 .-- 26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955-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骨科 2.CST: 骨骼 3.CST: 骨骼

肌肉系統疾病 4.CST: 保健常識  

416.6  

消除疲勞的神奇護腕 / 竹井仁監修 ; 

張玲玲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遊目族

文化出版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0-082-7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1.CST: 肩部 2.CST: 頸部 3.CST: 健康

法  416.613  

Pickwell 雙眼視覺異常 / Bruce J. W. 

Evans 原著 ; 王博信, 朱禹, 張鈺雯, 陳

至莛, 陳彥婷, 陳柏瑜, 葉志偉, 鍾翔

印翻譯 .-- 1 版 .-- 臺北市 : 臺灣愛思

唯爾有限公司, 11105 .-- 41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93-1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眼科 2.CST: 視力 3.CST: 眼部

疾病  416.7  

93 奇蹟 : Dora 給我們的生命禮物 / 

Dora 媽咪(蘇惠娟)著 .-- 三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 336 面; 21 公分 .-- (生命風景 ; 22) .-

- ISBN 978-626-7105-64-1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病人 3.CST: 通俗

作品  417.8  

不被癌細胞突襲的 200 種飲食對策 / 

謝英彪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3 公分 .-- (Health+ ; 181) .-- ISBN 978-

626-95794-1-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癌症 2.CST: 健康飲食 3.CST: 

食療  417.8  

疫苗解鎖,疾病退散 / 峰宗太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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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6-57-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疫苗  418.293  

學界藥品開發實用指南 : SPARK 方

法 論  / Daria Mochly-Rosen, Kevin 

Grimes 編 ; 曾宇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

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4 .-- 2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50-593-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藥品開發 2.CST: 製藥技術 

3.CST: 產學合作  418.4  

醫藥幽靈 : 大藥廠如何干預醫療知

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 / 瑟吉歐.希

斯蒙都(Sergio Sismondo)著 ; 王業翰, 

林士堯, 陳禹安, 陳柏勳, 廖偉翔, 張

雅億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6 .-- 384 面; 21

公分 .-- (科技與社會系列) .-- ISBN 

978-986-5470-27-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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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製藥業 2.CST: 藥學行銷 

3.CST: 商業倫理  418.615  

神奇蔬果汁強化免疫力 多喝蔬果汁

蔬菜湯 防癌.抗病毒 / 李婉萍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19-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療 2.CST: 果菜汁 3.CST: 湯  

418.915  

FM 筋膜手法操作手冊. 初階, 實作篇 

/ Luigi Stecco, Antonio Stecco 原著 ; 林

時維, 黃中麟, 謝佩靜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4 .-- 3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68-457-

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肌筋膜放鬆術 2.CST: 疼痛醫

學 3.CST: 骨骼肌肉系統疾病  

418.9314  

筋膜加壓帶 : 臨床運用 / 蘇柏文著 .-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

司, 11103 .-- 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863-7 (平裝) NT$850 普

遍級  

1.CST: 肌筋膜放鬆術  418.9314  

靈氣療法 / 土居裕著 ; 邱香凝翻譯 .-

- 3 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

公 司 , 八 方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10-852-4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心靈療法 2.CST: 靈修  

418.98  

生物能彩光共振意識系統(元宇宙應

用)讓您身心靈健康 = Introduction to 

bioceramic resonance, chromo photo 

energy and Metaverse consciousness / 梁

庭繼作 .-- 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7120-3-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自然療法 2.CST: 生物能量學  

418.99  

德國醫生愛用的聖賀德佳家庭健康

全書 / 卜鐸科(Michael Ptok)著 ; 王真

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星火文化有

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8715-5-6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自然療法  418.99  

占星芳療 : 植物系女巫的魔法油調

製術 / 植物系女巫 Claudia 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105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08-21-5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3.CST: 星座  418.995  

醫管新冠肺炎防疫專刊 . 第一刊 = 

Special issue on healthcare management 

and COVID-19 prevention / 邱亨嘉總

編輯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

管理學會, 11103 .-- 171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878-0-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醫院行政管理 2.CST: 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  419.2  

一粒麥子落在後山 : 台東基督教醫

院的故事 / 吳方芳作 .-- 修訂一版 .-- 

臺東市 :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 11105 .-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882-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東基督教醫院  419.333  

雲杏暖陽.照亮史傳 : 見證近半世紀

的守護 = The monumental spectacle : a 

semicentennial chronicle of NTU 

hospital Yunlin branch / 黃瑞仁, 馬惠

明總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 : 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 

11103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452-79-7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雲林分院  419.333  

*醫病大和解 : 協助醫師、護理師、

藥師、社工師、醫檢師、醫院行政

等,病人和家屬一起學習同理關懷與

自我保護之教育手冊 / 李訓易, 李詩

應, 周賢章, 張明真, 張綉鳳, 陳永綺, 

黃品欽, 劉郁薇, 劉雅慧, 蔡雅雯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4 .-- 424 面; 21 公分 .-- (醫藥新

知 ; 6017) .-- ISBN 978-626-7095-2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醫病關係 2.CST: 醫病溝通 

3.CST: 醫療糾紛  419.47  

實用基本護理學 / 蘇麗智, 林靜娟, 簡

淑真, 呂麗卿, 潘美蓉, 李家琦, 李美

雲, 陳明莉, 羅筱芬, 林韋君, 林淑燕, 

葉秀珍, 歐倫君, 林唐愉, 黃士滋, 林

思靜, 鄭怡娟, 張華蘋, 邱淑玲, 謝珮

琳, 顧家恬, 洪慧容, 熊乃歡, 陳淑齡, 

林玉惠, 謝沛錡, 王佳慧作 .-- 九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冊 .-- ISBN 978-986-194-650-

4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194-

651-1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本護理學  419.6  

護理學導論 : 探究護理專業的堅韌

與柔軟 / 顏文娟, 吳孟凌, 馬維芬, 張

淑卿, 李雅文, 黃湘萍, 江令君, 張彩

秀, 林佳蓉, 邱曉彥, 陳淑貞, 林玫君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8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194-648-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護理學  419.6  

重症安寧緩和療護臨床指引 / 王立

敏, 哈多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 11103 .-- 16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9380-3-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重症護理 2.CST: 緩和護理 

3.CST: 安寧照護  419.821  

兒科護理實習手冊 = Pocket guide to 

pediatric nursing practice / 黎小娟, 張淑

文, 周利娜, 陳家盈, 謝玉惠, 金坤明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杏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300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194-652-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小兒科護理 2.CST: 手冊  

419.84026  

家政 

新手裝修計畫書 / 東販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22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室內設計  

422.3  

陳設美好的生活 / Sophie Lsy 著 .-- 臺

北 市  : 三 采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Beauté ; 

8) .-- ISBN 978-957-658-795-5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室內設計  

422.5  

給所有人的居家風格布置課 / 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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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84-11-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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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家庭佈置 2.CST: 空間設計  

422.5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畢業成果發表專刊. 111 級 / 蔡文玲, 

許韡瓅, 王詩婷總策劃 .-- 初版 .-- [高

雄市] :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

大學, 11103 .-- 1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45-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容 2.CST: 造型藝術  425  

擺脫洗髮精,頭髮變多更健康! / 宇津

木龍一著 ; 莊雅琇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悅

讀健康系列 ; HD3114Y) .-- ISBN 978-

626-95742-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毛髮 2.CST: 毛髮疾病 3.CST: 

健康法  425.5  

全台彩繪美甲十大精品名店 / 以利

文化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以利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80-0-8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指甲 2.CST: 美容  425.6  

優雅說,魅力活 : 成為優雅女人的關

鍵 : 獻給所有女性關於形體、健康、

儀態、魅力的觀念書 / 范玉玲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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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26-19-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姿勢 2.CST: 儀容 3.CST: 生活

指導  425.8  

王棉幸福刺繡 : 可愛又時尚!臺灣野

鳥刺繡 / 王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96 面; 21 公分 .-- (王棉幸福刺繡 ; 1) .-

- ISBN 978-986-302-623-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刺繡 2.CST: 手工藝  426.2  

懷舊小日子!我的復古手繡時光 : 35

幅雜貨 x 老物件,繡出歲月流轉的生

活印記 / 盧智譓作 ; 林季妤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15-7-8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刺繡 2.CST: 手工藝  426.2  

今天就穿這一款!May Me 的百搭大

人手作服 / 伊藤みちよ著 ; 洪鈺惠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4 .-- 80 面; 26 公分 .-

- (Sewing 縫紉家 ; 33) .-- ISBN 978-

986-302-626-6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縫紉 2.CST: 衣飾 3.CST: 手工

藝  426.3  

溫室裁縫師 : 手工縫製的溫柔系棉

麻質感日常服 / 温可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144 面; 26 公分 .-- (Sewing 縫

紉家 ; 44) .-- ISBN 978-986-302-621-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縫紉 2.CST: 衣飾 3.CST: 手工

藝  426.3  

天然素材好安心 : 親子時尚的涼夏

編織包&帽子小物 / 朝日新聞出版編

著 ; 彭小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雅

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96

面; 26 公分 .-- (愛鉤織 ; 50) .-- ISBN 

978-986-302-622-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編織 2.CST: 手工藝  426.4  

魔法師的鍊金術食譜 : 神祕奇妙的

魔法雜貨製作教學 / 佐藤佳代子作 ; 

林芷柔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21-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手工藝 2.CST: 烹飪  426.6  

可愛無法擋!宅在甜點裡の羊毛氈 Q

萌小動物 / 大風文創編輯部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15-9-2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手工藝  426.7  

賞春宴,印花布手作派對! : 換上令人

雀躍心喜的色彩&花樣,製作趣味玩

心的日常布包。 / BOUTIQUE-SHA

授權 ; 周欣芃, 瞿中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112 面; 30 公分 .-- (Cotton 

friend 手作誌 ; 56) .-- ISBN 978-986-

302-625-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手提袋 2.CST: 手工藝  426.7  

陳惠美的春仔花 : 陳惠美纏花創作

精選 = Chen Hueimer's blessing flowers : 

selected creations of Chen Hueimei's 

entwining art / 陳惠美著 .-- 宜蘭縣五

結鄉 : 邑泰工藝社, 11104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5484-1-1 (精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花飾 2.CST: 手工藝 3.CST: 作

品集  426.77  

愛上風格打扮的手作飾品 DELUXE! 

/ 朝日新聞出版授權 ; 亞緋琉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4 .-- 192 面; 26 公分 .-- (Fun

手作 ; 147) .-- ISBN 978-986-302-624-2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裝飾品 2.CST: 手工藝  426.9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 

周師傅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新文

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

822-4 (平裝) NT$435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譜 3.CST: 考試

指南  427  

*以烘焙技能服務學校及產業技術報

告 / 葉連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1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705-5 (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技能教學 3.CST: 

教學輔導  427  

*以烘焙技能輔導學生及地方產業技

術報告 / 葉連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706-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技能教學 3.CST: 

教學輔導  427  

頂級食材聖經 : 跟著摘星主廚 Jimmy

品嘗金字塔頂端的美味  / 陳溫仁

Jimmy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6 公分 .-- (玩藝 ; 115) .-- ISBN 

978-626-335-242-1 (平裝) NT$499 普

遍級  

1.CST: 食物 2.CST: 烹飪  427  

JULIA 的「香草滿屋」料理紀錄 : 讓

香料與香草的風味在餐桌蔓延 / 蔡

怡貞(Julia)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和

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1-350-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香料 2.CST: 調味品 3.CST: 食

譜  427.1  

一個人的餐桌,偶爾還有點心 / 瀬戸

口しおり著 ; 劉格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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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9505-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快速上菜 / 丸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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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769-95-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烹飪  427.1  

阿霞大菜 / 吳健豪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出色文化, 11105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65-31-0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租小套房還硬要煮  / 廢物偽煮婦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160 面; 23 公

分 .-- (bon matin ; 141) .-- ISBN 978-

986-384-691-8 (平裝) NT$377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瘦身常備菜&減醣快手菜 330 / 倉橋

利江作 ; 邱婉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 , 

11104 .-- 176 面; 24 公分 .-- (遊廚房 ; 

50) .-- ISBN 978-986-5520-6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減重  427.1  

誰都能學會的家常料理 100 道 / 麦ラ

イス作 ; 黃如玉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 葉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14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370-409-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Tomo 的私房日料 : 下酒菜、條通料

理、B 級美食、和風洋食 60 道,輕鬆

做出餐廳美味 / Tomo 加賀美智久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4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1-458-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食譜 2.CST: 日本  427.131  

55 分鐘手作麵包 / 沼津理恵著 ; 林芷

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

限公司, 11105 .-- 96 面; 23 公分 .-- 

(issue ; 39) .-- ISBN 978-626-95804-5-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IG 氣質系時令甜點 : 職人私房風味

手帳 / 本間節子作 ; 羅淑慧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事業有

限公司, 11105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14-1-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乙級烘焙技能檢定烘焙伴手禮 / 羅

靖瑋, 陳東健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羅靖瑋, 11104 .-- 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56-7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烹飪  

427.16  

人氣 RESSOURCES 菓子工坊卡士達

糕點配方大公開 / 新田あゆ子作 ; 胡

家齊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出版菊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80 面; 26

公分 .-- (Joy cooking) .-- ISBN 978-986-

6210-84-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高含水萬用麵糰 : 一變多的神奇麵

糰,做成麵包、比薩、中式點心、異

國小點都好吃。 / 內田真美作 ; 賴惠

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出版 : 采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7-28-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銀座頂級吐司&三明治嚴選食譜 : 不

藏私的名店配方,最完整的吐司專書,

在家就能做出開店級美味! / 牛尾則

明著 ; 邱香凝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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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8-243-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3.CST: 

速食食譜  427.16  

職人級奶油蛋糕(技法全圖解) : 零基

礎也學得會!從蛋糕體、奶油夾餡、

抹面工序到裝飾組合,分層解構做出

兼具美味與視覺的高質感甜點 / 朴

袛賢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有聲圖書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130-541-7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減脂快瘦雞肉料理 : (隨書附)常見食

材和食物營養成分速查手冊!57 道常

備菜、便當菜、省時料理,美味不重

複、不撞菜的減重食譜 / 岩崎啓子

著 ; 賴惠鈴翻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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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6-54-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雞 2.CST: 肉類食譜 3.CST: 減

重  427.221  

餐桌上的魚百科 : 跟著魚汛吃好魚!

從挑選、保存、處理、熟成到料理

的全食材事典 / 郭宗坤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4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809-6 (精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海鮮食譜 2.CST: 魚 3.CST: 烹

飪  427.252  

我愛百變蛋料理 : 世上最好用食材

的廚藝探索&105 道蛋料理完全食譜 

/ 邁可.魯曼(Michael Ruhlman)著 ; 潘

昱均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5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45-2-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蛋食譜  427.26  

雞蛋的萌系早午餐 : Q 萌雞蛋料理 / 

陳凱蓉著 .--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96 面; 23

公分 .-- (Cooking ; 11) .-- ISBN 978-

986-5481-25-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蛋食譜  427.26  

開店製麵 人氣拉麵店烹調技術 : 排

隊名店的「麵條.湯頭.食材.調味醬」

製作方法與理念 / 旭屋出版編輯部

編著 ; 龔亭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 19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01-

551-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麵食食譜 2.CST: 日本  

427.38  

亞洲咖啡認證初階學堂 / 國立高雄

餐旅大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寂

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

120-6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咖啡  427.42  

育兒指導服務工作指引手冊 / 葉郁

菁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 11105 .-- 103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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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137-00-0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手冊  428.026  

寶寶自己吃 : BLW 寶寶主導式離乳

法全攻略 / 陳譯庭, 蘇妍臣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出

版 :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 (樂活 ; 

13) .-- ISBN 978-626-95454-9-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小兒營養 3.CST: 

食譜  428.3  

當我由人妻變人母,從兩條線到卸貨 : 

給對生育感到掙扎與迷惘的妳,以及

始終不離不棄、一路相伴的那個他 / 

李麗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7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271-4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懷孕 2.CST: 分娩 3.CST: 婦女

健康 4.CST: 家庭關係  429.12  

農業 

站在農友的那一邊 / 王啟正, 全中和, 

林文華, 林立, 邱淑媛, 倪禮豐, 陳季

呈, 陳柏翰, 陳金村, 黃懷瑩, 楊素絲, 

曾竫萌, 劉啟祥, 劉亭君, 劉詠汶, 劉

興榮, 蔡依真, 簡宏諭著 .-- 第一版 .-- 

花蓮縣吉安鄉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11104 .-- 5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00-67-7 (平裝) 

NT$30 普遍級  

1.CST: 農業經營 2.CST: 農業合作  

431.2  

植物保護手冊, 水稻篇. 111 年版 = 

Plant protection manual, rice / 陳富翔, 

鄭瑋瑄, 王喻其, 陳妙帆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1103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0-64-6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農作物 2.CST: 植物病蟲害 

3.CST: 農藥  433.4  

臺灣植物真菌與類真菌病害寶典  / 

黃振文, 謝廷芳, 黃晉興, 陳啟予, 洪

爭坊, 郭章信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3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7-743-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植物病蟲害 2.CST: 真菌 

3.CST: 臺灣  433.422  

自給自足蔬菜種植百科 / 鐘秀媚作 .-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5 .-- 304 面; 

26 公分 .-- (Good life ; 60) .-- ISBN 978-

626-7065-37-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蔬菜 2.CST: 栽培  435.2  

味覺想像打開玉荷包 / 吳睿保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博毓食農教育學園, 

11105 .-- 188 面; 21 公分 .-- (田園妙

事 ; 3) .-- ISBN 978-986-06146-3-3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蔬菜 2.CST: 栽培 3.CST: 食譜  

435.2  

燕巢芭樂的傳說 / 鄭博真作 ; 何彥霖

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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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40 面; 23X23 公分 .-- (臺

灣水果大世界 ; 1)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959-3-8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番石榴 2.CST: 繪本 3.CST: 高

雄市燕巢區  435.321  

麻豆文旦的滋味 / 鄭博真作 ; 陳怡臻

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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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40 面; 23X23 公分 .-- (臺

灣水果大世界 ; 3)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959-5-2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柚 2.CST: 繪本 3.CST: 臺南市

麻豆區  435.322  

旗山香蕉的榮耀 / 鄭博真作 ; 葉曼玲

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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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40 面; 23X23 公分 .-- (臺

灣水果大世界 ; 2)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959-4-5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香蕉 2.CST: 繪本 3.CST: 高雄

市旗山區  435.327  

植感生活提案 : 觀葉植物的室內養

成&入門品種推薦 / Lauren Camilleri, 

Sophia Kaplan 著 ; 杜蘊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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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8-805-8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觀葉植物 2.CST: 栽培 3.CST: 

家庭佈置  435.47  

日本金獎景觀大師給你 : 住宅造園

完全解剖書 : 絕不失敗造園術!拆解

24 個與住宅對話的造園設計,體驗機

能滿載的綠意設計構成心法 / 園三

著 ; 嚴可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3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4-10-6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1.CST: 庭園設計 2.CST: 造園設計  

435.72  

戀戀摩里沙卡 : 林田山林業史 / 王鴻

濬著 .-- 初版 .-- 花蓮市 : 行政院農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花 蓮 林 區 管 理 處 , 

11103 .-- 2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110-03-4 (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350 普遍級  

1.CST: 林業 2.CST: 歷史 3.CST: 花蓮

縣  436.0933  

尋找母樹 : 樹聯網的祕密 / 蘇珊.希瑪

爾(Suzanne Simard)著 ; 謝佩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420 面; 20 公分 .-

- (mark ; 171) .-- ISBN 978-626-7118-

26-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森林保護 2.CST: 森林生態學  

436.3  

狗麻吉的科學 : 汪星人狂汪大小事 / 

史帝芬.蓋茲(Stefan Gates)著 ; 林柏宏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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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ARN 系列 ; 64) .-- ISBN 

978-626-335-167-7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犬 2.CST: 動物行為  437.35  

犬行為訓練師的工作心法 / 蘇裕盛, 

黃 媛 欣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D.I.N.G.O. TAIWAN 愛犬訓練教育, 

11104 .-- 147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95918-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犬 2.CST: 犬訓練 3.CST: 寵物

飼養  437.354  

我家狗狗要長命百歲!狗狗的高品質

健康生活寶典 / 臼杵新作 ; 胡毓華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6 .-- 15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15-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犬 2.CST: 寵物飼養  437.354  

汪星人的侍奉公開說明書 : 在外當

社畜不如回家當孝子,有了毛孩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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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感到孤單 / 吳侖度圖.文 ; 蔡忠仁

翻譯 .-- 初版 .-- 桃園市 : 橙實文化有

限公司, 11104 .-- 280 面; 21 公分 .-- 

(Orange life ; 22) .-- ISBN 978-626-

95198-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犬 2.CST: 寵物飼養  437.354  

看 完 相親 相愛 的「 柴犬使 用 說明

書」 : 柴友必備的知識與療癒手冊,

獨家附贈「柴柴終身保固卡」 / 影

山直美作 ; 林子涵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一起來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145 面; 21 公

分 .-- (一起來 ; 0ZDG0023) .-- ISBN 

978-626-95664-2-6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犬 2.CST: 寵物飼養  437.354  

貓主子的科學 : 喵皇賣萌大小事 / 史

帝芬 .蓋茲(Stefan Gates)著 ; 林柏宏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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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arn 系列 ; 65) .-- ISBN 

978-626-335-166-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貓 2.CST: 動物心理學 3.CST: 

動物行為  437.36  

為貓咪打造幸福生活的「貓奴」養

成指南 / 獸醫 NYANTOS 作 ; 黃筱涵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39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370-41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437.364  

養出零壓力貓咪 / 吉兒 Jill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

分 .-- (Life) .-- ISBN 978-626-335-266-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3.CST: 動

物行為  437.364  

喵主子的安奈條列式 : 主子心深深

深深如海底針,忘情吸貓前的職前訓

練需知 / 金惠主圖.文 .-- 初版 .-- 桃園

市 : 橙實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280

面; 21 公分 .-- (Orange life ; 21) .-- 

ISBN 978-626-95198-8-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貓 2.CST: 寵物飼養  437.364  

貓 博 士 的 貓 病 學  = Dr. cat's feline 

medicine / 林政毅作 .-- 第三版 .-- 臺

北市 : 台灣禮藍動保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39 面; 38 公分 .-- ISBN 978-

626-96002-0-5 (精裝)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疾病防制  437.365  

超萌兔子飼育圖鑑 : 與兔兔健康快

樂地一起生活! / 三輪恭嗣監修 ; 森

山標子繪 ; 王盈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

218-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兔 2.CST: 寵物飼養  437.374  

牡丹山林雞 : 友善飼養手冊 / 李淵百, 

李滋泰, 林怡君, 林語真, 林德育, 吳

儷嬅, 梁筱梅, 陳寧, 陳志峰, 陳美惠, 

趙清賢作 .-- 初版 .-- 屏東縣牡丹鄉 : 

屏東縣牡丹鄉公所, 11103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7-11-8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養雞 2.CST: 家禽業  437.71  

超萌鸚鵡飼育圖鑑 : 詳細解說身體

構造、心情、行為,打造健康快樂的

鸚 鵡 好 日 子 ! / 三 輪 恭 嗣 監 修  ; 

kanmiQ 繪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

21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鸚鵡 2.CST: 寵物飼養  

437.794  

保鮮盒裡誕生的麵包們  / Yasainohi

著 ; 蔡婷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

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1-

555-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麵包 2.CST: 烹飪 3.CST: 點心

食譜  439.21  

工程 

*科學素養練功房 : 工程打造酷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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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1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工程 2.CST: 通俗作品  440  

科技社會人. 4 : 跟著關鍵物去旅行 = 

Traveling with STS thing / 林文源, 郭

文華, 王秀雲, 楊谷洋編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4 .-- 400 面; 21 公分 .-- (科技與社

會 系 列 ) .-- ISBN 978-986-5470-25-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科技社會學 2.CST: 教材  

440.015  

工程聲學 / 白明憲編著 .-- 八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20-2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聲學  440.123  

靜力學 / 劉上聰編著 .-- 六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

117-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應用靜力學  440.131  

簡 明 材 料 力 學  = Mechanics of 

materials / 劉徹編著 .-- 初版 .-- 新竹

市 : 偉文出版社, 11104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739-6-8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材料力學  440.21  

Autodesk Inventor ACU 國際認證應考

攻略(適用 2018/2019/2020) / 陳崇賢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1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4-142-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工程圖學 2.CST: 電腦軟體 

3.CST: 考試指南  440.8029022  

雲林縣歷史建築東和派出所修復再

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 李豐村計畫

主持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

縣政府, 11103 .-- 5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57-7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公共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雲林縣古坑

鄉  441.41  

彰化縣國定古蹟鹿港龍山寺調查研

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 / 王貞富計畫

主持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

化局, 11105 .-- 4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60-0 (平裝附光碟片) 普

遍級  

1.CST: 廟宇建築 2.CST: 古蹟修護 

3.CST: 彰化縣  441.41  

彰化縣歷史建築永靖邱氏宗祠修復

及再利用計畫 / 賴意升計畫主持 ; 袁

明道, 吳慶泰協同主持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04 .-- 56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61-

7 (平裝附光碟片) NT$1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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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宗祠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彰化縣  

441.41  

福興穀倉歷史場景再造營運中心修

復工程委託工作報告書製作 / 呂政

道計畫主持 ; 孫仁鍵協同主持 .-- 第

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 

11104 .-- 5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73-59-4 (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1.CST: 穀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彰化縣  

441.464  

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 第

十九屆 / 中華民國營建工程學會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茂榮書局 , 

11103 .-- 5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733-76-5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營造業 2.CST: 營建管理 

3.CST: 文集  441.52907  

公有建築物結構體防水工項施工參

考注意事項 / 賴宇亭總編輯 .-- 桃園

市 :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11103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88-

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建築 2.CST: 結構工程 

3.CST: 防水  441.573  

高雄市歷史建築「永安黃家古厝」

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案成果

報告書 / 許勝發計畫主持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1103 .-

- 4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65-83-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高雄市  

441.59  

臺中市歷史建築萬選居修復及再利

用計畫 : 補充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成

果報告書 / 林志成計畫主持 .-- 臺中

市 :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11104 .-- 4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1-85-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臺中市  

441.59  

吊橋施工線型控制 / 彭生富編著 .-- 

臺南市 : 彭生富, 11105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22-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橋梁工程  441.8  

3 小時讀通基礎機械製圖 / 門田和雄

作 ; 衛宮紘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世

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科學視界 ; 268) .-- ISBN 978-

986-5408-89-3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機械設計 2.CST: 工程圖學  

446.194  

Mastercam 設計與加工武功祕笈 / 周

曉龍作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4 .-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

17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械工程 2.CST: 電腦程式 

3.CST: 電腦輔助設計  446.89029  

CNC 車床程式設計實務與檢定 / 梁

順國編著 .-- 十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35-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車床 2.CST: 數值控制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446.8923029  

好奇心圖解大百科. 4, 交通工具 / 卡

米 爾 . 巴 貝 爾 作  ; 班 傑 明 . 貝 庫

(Benjamin Bécue), 馬 提 亞 . 賽 哈 多

(Mattia Cerato), 布魯諾.黎安斯(Bruno 

Liance), 茱利.梅西耶(Julie Mercier), 克

斯坦.圖德拉(Cristian Turdera)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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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051-

32-0 (精裝) 普遍級  

1.CST: 運輸工具 2.CST: 通俗作品  

447  

汽車駕駛人筆試講義  .-- 第四十三

版 .-- 新北市 : 文全出版社, 11104 .-- 

192 面 ; 19 公 分  .-- ISBN 978-986-

99124-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汽車駕駛 2.CST: 駕駛訓練  

447.17  

超級跑車小百科  / 敖啟恩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144 面; 17X17 公分 .-

- ISBN 978-626-7071-68-7 ( 精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汽車 2.CST: 品牌 3.CST: 通俗

作品  447.18  

重機車學原理與檢修 / 張炳暉, 陳文

星, 林重仁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 11103 .-- 3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31-55-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機車  447.33  

推動我國無人機科技產業發展先期

研究規劃 / 李宗益, 紀秉宏, 許宗倫, 

吳東凌, 王瑋瑤, 黃于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3 .-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393-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飛行器 2.CST: 遙控飛機 

3.CST: 技術發展 4.CST: 產業發展  

447.7  

飛行奧妙初探 : 解析飛機展翅翱翔

的奧祕!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林園

芝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80 面; 25

公分 .-- (少年伽利略 ; 23) .-- ISBN 

978-986-461-283-3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飛機 2.CST: 航空工程  

447.73  

飛機小百科 / 陳瑩榛作 .-- 三版 .-- 新

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44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626-7071-53-3 (精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飛機 2.CST: 通俗作品  

447.73  

飛 行 的 樂 趣  / 愛 蜜 莉 亞 . 鄂 哈 特

(Amelia Earhart)作 ; 馬英, 陳俐雯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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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36 面; 21 公分 .-- (探險與旅行經典

文庫 ; 12) .-- ISBN 978-986-0767-89-6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鄂哈特(Earhart, Amelia, 1897-

1937) 2.CST: 飛行員 3.CST: 傳記  

447.8  

工業儀表 / 陳福春編著 .-- 五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0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儀器  448.12  

電機機械 / 邱天基編著 .-- 七版 .-- 新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05-9 (平裝) NT$640 普遍級  

1.CST: 電機工程  448.2  

工業配線丙級術科 : 使命必達 / 張益

華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

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21-7 (平

裝) NT$47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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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電力配送  448.34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 高昱綸, 

楊明豐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88-9 (上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電子學  

448.6  

智慧晶片系統應用創新專題實作競

賽成果專刊. 2021 第一屆 / 陳春僥編

輯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

程學系, 11103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89-1-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積體電路 2.CST: 設計  

448.62  

半 導 體 雷 射 技 術  = Semiconductor 

laser technology / 盧廷昌, 王興宗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45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17-721-5 ( 平 裝 ) 

NT$760 普遍級  

1.CST: 雷射光學 2.CST: 半導體  

448.68  

信號與系統 / Alan V. Oppenheim, Alan 

S. Willsky, S. Hamid Nawab 原著 ; 繆

紹綱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

書有限公司, 11103 .-- 8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78-32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通訊工程 2.CST: 系統分析  

448.7  

通信系統 : 類比與數位 / 袁杰編著 .-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7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102-8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1.CST: 通訊工程  448.7  

手機程式設計 / 葉倍宏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崑山科技大學電子工

程系, 11103 .-- 37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340-7-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行動電話 2.CST: 行動資訊 

3.CST: 軟體研發  448.845029  

光電子學 : 原理、元件與應用 / 林螢

光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8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8-119-6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光電科學  448.89  

人工智慧入門應用 : 使用 RoboMaster 

S1 機甲大師 AI 智慧機器人 / dJI 編

著 ; 李宗翰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1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器人 2.CST: 人工智慧  

448.992  

*工業機器人系統設計 / 吳偉國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 11103 .-- 冊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192-2 (上冊:平裝) 

NT$950 .-- ISBN 978-626-332-193-9 (下

冊:平裝) NT$950 普遍級  

1.CST: 機器人 2.CST: 系統設計  

448.992  

Micro:bit 與 iMoto BitRacer 智慧車完

美結合線迷宮競賽 : 使用 MakeCode

程式設計 / 蘇景暉, 林立中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2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41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器人 2.CST: 微電腦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448.99202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公職考試講重點 : 環境規劃與管理. 

下, 實務篇及國際篇 / 林駿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5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51-7 (平裝) NT$590 普

遍級  

1.CST: 環境工程 2.CST: 環境保護 

3.CST: 環境規劃  445  

新竹縣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成

果彙編 . 一一 0 年度  = Townscape 

Renaissance Project / 游志祥總編輯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府交通旅

遊處, 11103 .-- 4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91-1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市政工程 2.CST: 新竹縣  

445.133/111  

新竹縣政府委託環境景觀總顧問計

畫成果報告書. 110 年度 / 曾光宗計

畫主持 .-- 新竹縣竹北市 : 新竹縣政

府交通旅遊處, 11103 .-- 4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91-1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都市計畫 2.CST: 景觀工程 

3.CST: 新竹縣  445.133/111  

大地防災技術專論 / 蕭達鴻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103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080-8-2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防災工程 2.CST: 風險評估  

445.5  

*陳介文老師升等著作之技術研究報

告彙編 / 陳介文作 .-- 高雄市 : 陳介

文, 11103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8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水汙染防制 2.CST: 地下水 

3.CST: 文集  445.9307  

*從搖籃到搖籃 : 綠色經濟的設計提

案 / 威廉.麥唐諾(William McDonough), 

麥克.布朗嘉(Michael Braungart)著 ; 中

國 21 世紀議程管理中心, 中美可持

續發展中心譯 .-- 三版 .-- 新北市 : 野

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地球觀 ; 72) .-- 

ISBN 978-986-384-698-7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廢棄物利用 2.CST: 工業管理 

3.CST: 環境保護  445.97  

拯救地球 / 馬克.馬斯林(ark Maslin)

著 ; 龐中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256 面; 20 公分 .-- (Earth ; 

22) .-- ISBN 978-626-335-263-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氣候變遷 2.CST: 環境保護  

445.99  

跨越國境的塑膠與環境問題 : 為下

一代打造去塑化地球我們需要做的

事! / InfoVisual 研究所著 ; 陳識中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96 面; 26 公分 .-- (SDGs

系列講堂) .-- ISBN 978-626-329-216-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塑膠 2.CST: 環境汙染 3.CST: 

環境保護  445.99  

應用化學；化工 

圖解單元操作 / 吳永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65-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單元操作  4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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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黃豆渣提升烘焙食品之膳食纖維

並建立永續生產模式 / 葉連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1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17-707-9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1.CST: 食品科學 2.CST: 食品加工  

463  

食品的科學 : 烹飪、營養、美學與

科學,滿足你對食物的好奇心! / 齋藤

勝裕著 ; 張資敏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80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93) .-- ISBN 978-

626-320-120-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食品科學  463  

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 / 邱致穎, 侯智

耀, 李中正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4 .-- 4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62-865-1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食品科學  463  

布根地葡萄酒 : 酒瓶裡的風景 / 林裕

森著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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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4 面; 28 公分 .-- (飲饌風流 ; 109) .-

- ISBN 978-986-459-404-7 ( 精 裝 ) 

NT$2200 普遍級  

1.CST: 葡萄酒  463.814  

美國威士忌全書 / 邱德夫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寫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452 面; 23 公分 .-- (我的檔案

夾 ; 60) .-- ISBN 978-986-06727-3-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威士忌酒 2.CST: 製酒業 

3.CST: 美國  463.834  

「染料」的前世與今生 : 染料發展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臺唐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95-1-

0 (精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染料 2.CST: 歷史  465.09  

手工皂調色 X 配色專書 / 娜娜媽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3 公分 .-

- (生活樹系列 ; 97) .-- ISBN 978-986-

507-815-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肥皂  466.4  

製造 

懂名錶,是一種素養 / 篠田哲生作 ; 黃

怡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 (Style ; 61) .-- ISBN 978-626-7123-19-

5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鐘錶  471.2  

單晶片微電腦 8051/8951 原理與應用

(C 語言) / 蔡朝洋, 蔡承佑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6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2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電腦 2.CST: C(電腦程式語

言)  471.516  

Verilog 晶片設計 / 林灶生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18-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Verilog(電腦硬體描述語言) 

2.CST: 電腦結構  471.52  

文鼎留聲博物館典藏專輯 : 留聲 : 聽

與 看 之 間  = The collections of the 

Wenting Phonograph Museum : graphing 

the sound / 高珮蓉編輯 .-- 初版 .-- 臺

南 市  : 文 鼎 音 樂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13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95919-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視聽器材 2.CST: 音樂盒 

3.CST: 唱機  471.9  

商業；各種營業 

餐飲服務人員說菜能力之研究 / 林

玉婷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松根出

版社, 11103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757-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餐飲業 2.CST: 餐飲管理  

483.8  

跨領域的先鋒 = The pioneers of cross-

industry / David 樊觀點論述 ; 方良文

字整理 .-- 新北市 : 德瑞嘉國際有限

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26-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技業 2.CST: 產業發展 

3.CST: 趨勢研究  484  

哈雷 : 世界重機聖經 : 品牌故事 X 經

典車款,超過 570 張精美圖片,一窺最

受歡迎重機品牌的百年革命進化  / 

麥克.戴爾米德(Mac McDiarmid)作 ; 

楊景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

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

公司發行,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 (Sasugas ; 50) .-- ISBN 978-986-289-

701-0 (精裝) NT$990 普遍級  

1.CST: 哈雷戴維森機車公司(Harley-

Davidson Motor Company) 2.CST: 機

車業  484.31  

*智慧製造系統與智慧工廠 / 王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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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製造業 2.CST: 人工智慧 

3.CST: 生產自動化  487  

選品店天王 : 栗野宏文的不敗經營

考 / 栗野宏文作 ; 李喬智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事業有限公

司, 11104 .-- 2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83-5-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服飾業 2.CST: 時尚  488.9  

民宿經營管理實務 : 經營者養成的

筆記 = Home stay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s : notes developed by the 

operator / 吳勉勤, 張榮宗著 .-- 三版 .-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784-95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宿 2.CST: 旅館業管理  

489.2  

紅房子 / 李桐豪著 .-- 臺北市 : 鏡文

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4-48-2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圓山大飯店 2.CST: 歷史 

3.CST: 訪談  489.2  

旅館客務實務 / 劉蓉錠, 林彥妘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4-136-7 (上冊:平裝) 普遍

級  

1.CST: 旅館業管理  489.2  

餐旅採購管理與成本控制 : 決定餐

旅企業高品質高獲利的隱形功臣 = 

Purchasing management and cost control 

of hospitality industry / 洪士峰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5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餐旅管理 2.CST: 採購管理 

3.CST: 成本控制  489.2  



37 

 

商學 

看懂科技賽局 : 40 堂開啟元宇宙商

機的跨域人文課  / 李學文, 王薇瑄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經濟日報 , 

11105 .-- 196 面; 21 公分 .-- (經營管

理 ; 22) .-- ISBN 978-986-06879-8-9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2.CST: 虛擬實境 

3.CST: 數位科技 4.CST: 數位人文  

490.29  

區 塊 鏈 金 術  : 比 特 幣 X 以 太 坊

XNFTX 元宇宙 X 大數據 X 人工智慧,

你必懂的新世紀超夯投資術,別再只

是盲目進場! / 吳為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25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299-8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2.CST: 電子貨幣  

490.29  

創新電商行銷概論 / 連章宸, 鄭宗興, 

王嘉祐合著 .-- 第二版 .-- 新竹市 : 連

章宸, 11103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1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2.CST: 網路行銷  

490.29  

智慧商務導論 / 蔡坤穆, 戴志言, 張家

濟, 柯秀佳, 廖俊鑑, 許中川, 吳師豪, 

歐宗殷, 李麒麟, 黃文宏, 林立千, 蔣

治平, 郭幸民, 陳君涵, 楊朝龍, 黃國

勝, 楊文瑜, 彭浩軒, 洪志興, 陳育仁, 

陳勤明, 李臻勳, 魏裕珍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5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10-3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490.29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42 暨公益

慈善英雄人物 / 林玉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藝創意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03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48-2-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企業家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創業  490.99  

(記帳士)會計學概要(含國際會計準

則 IFRS) / 賦誠編著 .-- 第六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0-99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會計學  495.1  

中級會計學 =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 

張仲岳, 蔡彥卿, 劉啟群, 薛富井著 .-- 

5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656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7130-06-3 (上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級會計  495.1  

會計學概要 = Accounting principles / 

吳嘉勳著 .-- 六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135-7-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會計學  495.1  

(記帳士)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含記

帳士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

理準則) / 歐欣亞編著 .-- 第五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87-60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稅務代理人 2.CST: 會計法規  

495.2  

記帳.報稅錯誤 160 問 / 峻誠稅務記

帳士事務所著 .-- 九版 .-- 臺北市 : 永

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0 面; 21 公分 .-- (節稅法律實用系

列 ; 11) .-- ISBN 978-957-485-503-2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商業會計 2.CST: 稅務會計 

3.CST: 問題集  495.55022  

TikTok 社群經營致富術 : 低成本 x 零

風險 x 無須基礎,廣告專家教你搶攻

漲粉變現的短影音商機 / 中野友加

里著 ;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20-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路社群 2.CST: 網路行銷  

496  

行銷領導力修練 : 如何更上一層樓?

如何創造行銷最大價值? / 托馬斯.巴

塔 (Thomas Barta), 派 崔 克 . 巴 維 斯

(Patrick Barwise)著 ; 美同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4-41-4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行銷 2.CST: 行銷管理 3.CST: 

顧客關係管理 4.CST: 領導  496  

為什麼超級業務員都想學故事銷售 : 

5 大法則,讓你的商品 99%都賣掉 / 川

上徹也作 ; 黃立萍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Business) .-- ISBN 978-

986-5564-92-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2.CST: 說故事  496  

通路管理 : 邁入全通路行銷時代 = 

Channel management : enter the era of 

omni-channel marketing / 邱繼智, 李筱

嵐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46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95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銷學 2.CST: 行銷通路  

496  

超圖解數位行銷  / 戴國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23-9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電子商務 

3.CST: 網路社群  496  

集客瘋潮!FB+IG+LINE 最強全效社

群行銷 / 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80-

1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網路社群  

496  

觀光休閒心理與行為 : 消費者行為

觀 點 導 向  = The psychological & 

behavioral aspects of consumers in 

recreation & leisure : viewpoint of 

consumers behavio / 黃金柱, 吳冠璋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7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57-784-960-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消費者行為 2.CST: 消費心理

學 3.CST: 旅遊業管理  496.34  

日本史上最偉大的推銷員 / 林望道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

圖書有限公司, 11105 .-- 228 面; 23 公

分 .-- (心學堂 ; 14) .-- ISBN 978-986-

392-454-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原一平 2.CST: 保險業 3.CST: 

推銷 4.CST: 傳記 5.CST: 日本  

496.5  

世界最偉大的推銷員 / 奧格.曼丁諾

著 ; 何睿平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布

拉格文創社, 11106 .-- 192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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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021-2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成交模式 : 啟動植入想法流程,建立

優勢位階,從日常談判到高額募資,都

能讓對方主動說我要買 / 歐倫.克拉

夫(Oren Klaff), 安迪.厄爾(Andy Earle)

著 ; 廖建容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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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5) .-- 

ISBN 978-986-398-755-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行銷策略 3.CST: 

行銷心理學  496.5  

推銷之王的冠軍法則 : 寒暄有禮化、

介紹客製化、讚美真誠化,銷售聖經

在手,訂單只能我有! / 徐書俊, 禾土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4 .-- 378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302-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行銷高手都想上這堂訂價科學 : 9 方

法,讓你學會「算透賺三倍」的技術! 

/ 田中靖浩作 ; 黃瓊仙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 272 面; 21 公分 .-- (Biz) .-- ISBN 978-

986-5564-91-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價格策略  496.6  

生態物流白皮書 / 桃園市政府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14-1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物流業 2.CST: 物流管理 

3.CST: 環境生態學 4.CST: 永續發展 

5.CST: 桃園市  496.8  

超強文案力 : 0 基礎也學得會!變現力

NO.1 營銷教戰手冊 / 張光熙(威廉老

師)著 .-- 新北市 : 創見文化, 11105 .-- 

22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7636-7-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廣告文案 2.CST: 廣告寫作  

497.5  

公有零售市場及列管夜市設施改善

補助計畫成果彙編. 109-110 / 洪政緯, 

林孝哲, 陳燕芬, 曾柏蓉, 簡于婷, 洪

珊瑩, 李英傑, 李建昌, 鐘志華, 鄭廷

仰, 黃麗曇, 陳惠美, 廖翊潔, 李玉瑩

編輯 .-- 初版 .-- 南投市 : 經濟部中部

辦公室, 11103 .-- 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3-279-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市場 2.CST: 公共設施  498.7  

企業管理 

十億美元品牌顛覆者 : 引爆電商、

新創、零售的 DTC 模式,從產業巨頭

手中搶走市場! / 勞倫斯.英格拉西亞

(Lawrence Ingrassia)著 ; 明基電通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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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36 面; 

21 公 分  .-- (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 

BW0798) .-- ISBN 978-626-318-246-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品牌行銷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  

企業概論 / 林建煌著 .-- 六版 .-- [桃園

市] : 林建煌出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4 .-- 

4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

995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494  

我懂了!專案管理 / 約瑟夫 .希格尼

(Joseph Heagney)著 ; 何霖譯 .-- 四版 .-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3 .-- 352 面; 21 公

分 .-- (經營管理 ; 139) .-- ISBN 978-

626-95747-3-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專案管理  494  

*牙科經濟工程學和創新創業管理 / 

劉興成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

市 : 劉興成, 11103 .-- 2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9954-3 ( 平 裝 ) 

NT$333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2.CST: 牙科 3.CST: 

文集  494.07  

音樂家的點子就是比你快兩拍 : 文

案撰寫、內容企劃、品牌經營、團

隊管理都受用!從設計思考、商業創

新到戰略擬定,著名音樂製作人與創

作者帶你從無到有,享受腦力激盪的

各種可能  / 帕諾斯 .班奈 (Panos A. 

Panay), 麥 可 . 漢 萑 斯 (R. Michael 

Hendrix)作 ; 林凱雄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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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402-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創造力 

3.CST: 創意  494.1  

創新六策 : 寫給創新者的關鍵思維 / 

洪世章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創新觀點 ; 26) .-- ISBN 

978-957-08-6269-0 (精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企業策略 2.CST: 策略管理 

3.CST: 創造性思考  494.1  

菁英管理一點通 : 從專才邁向全方

位人才 / 陳宗賢主講 ; 吳青娥, 胡榮

華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聯聖企管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8728-6-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1  

未來你是誰 : 牛津大學的 6 堂領導課 

/ 岡田昭人作 ; 蔡容寧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 288 面; 21 公分 .-- (Smart) .-- ISBN 

978-986-5564-90-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企業領導 2.CST: 組織管理  

494.2  

共感團隊 : 21 世紀領導者必備能力,

打造成員有安全感、同理心,樂於發

言、自主思考,有行動力的共感團隊 

/ 越川慎司著 ; 陳綠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141-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企業領導 2.CST: 企業管理  

494.2  

在升遷之後 : 卸責能力超強、偏激

言論攻擊、濫用「承諾式」管理......

主管缺乏領導能力,別再說員工不努

力! / 陳立隆, 尤嶺嶺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4 .-- 28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290-5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管理者 2.CST: 組織管理 

3.CST: 企業管理  494.2  

成為領導者 : 資本主義新時代的領

導準則 / 修伯特.喬利(Hubert Joly),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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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蘭.藍柏特(Caroline Lambert)著 ; 劉

復苓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 21 公 分  .-- ( 財 經 企 管  ; 

BCB767) .-- ISBN 978-986-525-558-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企業領導 2.CST: 企業管理 

3.CST: 商業倫理  494.2  

成為模範領導者實戰手冊 : 找出最

佳領導專案計畫+五大實務要領 Step 

by Step, 領 導 大 師 帶 你 卓 越 領 導  / 

James M. Kouzes, Barry Z. Posner 著 ; 

高子梅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144 面 ; 21 公 分  .-- ( 企 畫 叢 書  ; 

FP2283) .-- ISBN 978-626-315-103-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領導論 2.CST: 企業領導 

3.CST: 組織管理  494.2  

夾心主管的聰明管理學 : 21 個夾心

式管理技巧,讓你成為老闆和下屬的

溝通核心 / 中村勝宏, 鄭宏峰著 .-- 臺

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

188-3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管理者 2.CST: 企業領導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2  

泰山經濟學 / 威爾.佩奇(Will Page)著 ; 

劉懷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16-7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組織再造 2.CST: 組織管理 

3.CST: 策略規劃  494.2  

軟爛部屬都是盡責主管帶出來的  : 

腦科學行為引導 5 步驟,訓練每個成

員都成精兵 / 大平信孝作 ; 張嘉芬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Pecunia ; 

10) .-- ISBN 978-626-95908-9-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企業領導 2.CST: 組織管理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2  

最短時間高效帶人話術 / 吉田幸弘

著 ; 李貞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

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5 .-- 232 面; 21 公分 .-- (ideaman ; 

142) .-- ISBN 978-626-318-244-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管理者 2.CST: 人際傳播  

494.2  

模範領導 : 從自我領導開始,掌握五

大實務要領、十大承諾,讓團隊成員

願意主動成就非常之事 / James M. 

Kouzes, Barry Z. Posner 著 ; 高子梅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400 面; 

21 公分 .-- (企畫叢書 ; FP2282) .-- 

ISBN 978-626-315-102-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領導論 2.CST: 組織管理  

494.2  

培訓國際接軌海事人才規劃與探討 : 

以離岸風電產業為例 = A study of the 

training planning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alents : using the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as a case study / 薛曉珊, 

戴堯種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5-39-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人力資源管理 2.CST: 風力發

電 3.CST: 產業發展  494.3  

實 用 人 資 學  =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 丁志

達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32 面; 23

公分 .-- (管理叢書) .-- ISBN 978-986-

298-393-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人力資源管理  494.3  

主人思維 : 自我覺醒世代必讀,用職

涯心理學打造以你為中心的未來藍

圖 = Master thinking / 陳韋丞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5-216-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494.35  

我的品牌由我創造 : 像行銷人一樣

思考,找到讓自己發光的獨特賣點,成

為職場最強人才、翻轉人生 / 井上

大輔著 ; 鄭淑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4 .-- 296 面; 21 公

分  .-- (Top ; 17) .-- ISBN 978-626-

95459-6-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行銷 

3.CST: 思維方法  494.35  

長線思維 : 杜克商學院教授教你,如

何在短視的世界成為長遠思考者  / 

朵利.克拉克(Dorie Clark)作 ; 張毓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

分 .-- (生涯智庫 ; 202) .-- ISBN 978-

986-175-675-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生涯規劃  

494.35  

能者過勞 : 失控的職場文化,天天瞎

忙、勞心勞力,你真的「會」工作嗎? 

/ 殷仲桓, 張地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 29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01-8 (平裝) NT$375 普

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最後下班的人,先離職 / 威廉(曾世豐)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10-209-8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工作心理

學  494.35  

*賭自己一把 : Google 第一位幕僚長

的高投報夢想衝刺計畫 / 安.海亞特

(Ann Hiatt)著 ; 史碩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08 面; 20 公分 .-- (touch ; 

73) .-- ISBN 978-626-7118-1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領導者 

3.CST: 領導理論  494.35  

職場孫子兵法 : 3 小時讀懂孫子的職

場生存奧義 / 吉田浩作 ; 劉姍珊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5 .-- 2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7-775-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孫子兵法 2.CST: 研究考訂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創新管理與新產品開發 / Paul Trott 原

著 ; 賴文祥編譯 .-- 七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95050-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產管理 2.CST: 工業管理  

494.5  

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的 15 堂必修課 

/ 陳清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經濟

日報, 11104 .-- 196 面; 23 公分 .--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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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理 ; 21) .-- ISBN 978-986-06879-7-

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風險管理 2.CST: 內部控制  

494.6  

財務管理與會計決策. IV / 林裕哲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

有限公司, 11103 .-- 112 面; 29 公分 .-

- ISBN 978-957-9548-66-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財務管理 2.CST: 財務會計 

3.CST: 決策管理  494.7  

*B2B 行銷的價值共創系統 = A value 

co-creation system for B2B marketing / 

陳博舜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朝陽

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103 .-

- 1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631-6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銷資訊系統 2.CST: 資訊經

濟學  494.8  

RPA 入門與應用 : 機器人流程自動

化 / 李坤璋, 邱敬淳著 .-- 1 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30-0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管理系統 2.CST: 機器人  

494.8  

資訊管理 : 企業創新與價值創造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business 

innovation & value creation / 吳仁和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105 .-- 776 面; 26 公分 .-- (智

勝經 管系 列 ) .-- ISBN 978-957-511-

703-0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資訊管理 2.CST: 資訊管理系

統  494.8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 / 徐茂練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3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1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管理資訊系統  494.8  

社會科學類 

總論 

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期刊. 創刊號, 文

化系統的主體辯證 / 李思賢, 陳復主

編 .-- 初版 .-- 彰化市 : 中華本土社會

科學會, 11103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68-0-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社會科學 2.CST: 期刊  500  

統計 

極簡貝氏統計學 / 佐佐木淳作 ; 趙鴻

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39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370-410-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統計學  510  

論文統計完全攻略 : 統計小白也能

變達人範例解析  / 陳寬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420 面; 34 公分 .-- 

ISBN 978-626-317-725-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統計套裝軟體 2.CST: 統計分

析  512.4  

應用統計學 / 邱垂昌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5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33-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應用統計學  518  

教育 

(教師甄試)準老師的上岸救星 : 教甄

教育專業科目子彈考點速成 / 舒淮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34-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教育  520  

用批判的角度閱讀漫畫書 : 以弗雷

勒理論探討臺灣中學生如何受日系

漫畫影響 / 許芳慈作 .-- 初版 .-- 高雄

市  :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3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490-198-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弗雷勒(Freire, Paulo, 1921-

1997) 2.CST: 教育理論 3.CST: 文化

研究 4.CST: 漫畫  520.1  

石滋宜談教育革心 : 找回國家競爭

力重心學習的變革法則 / 石滋宜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0 面; 21 公

分 .-- (人與土地 ; 30) .-- ISBN 978-626-

335-217-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教育 2.CST: 文集  520.7  

腦科學實證最強學習法 : 史丹佛大

學線上高中校長教你超有效用腦法。 

/ 星友啓著 ; 林佑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Think ; 235) .-- 

ISBN 978-626-7123-31-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健腦法  

521.1  

教案設計 : 從教學法出發 / 任慶儀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742-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教學方案  521.4  

低成就學生的教與學 : 數學課室中

的理念與實踐 / 呂文惠, 龔心怡, 李靜

儀, 林素微, 吳慧敏, 林原宏, 羅廷瑛, 

謝佳叡, 陳嘉皇, 白雲霞, 袁媛, 曾建

銘著 ; 袁媛, 林素微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61-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教學研究 

3.CST: 教學設計 4.CST: 文集  

521.407  

美好生活的實踐 : 食農教育教學知

能手冊 / 林如萍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03 .-- 9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0-66-

0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農村教育 

3.CST: 國民教育 4.CST: 課程規劃設

計  521.7  

說來聽聽 : 兒童、閱讀與討論 / 艾登.

錢伯斯作 ; 蔡宜容譯 .-- 四版 .-- 臺北

市  : 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小魯優質

教學 ; BGT010R4) .-- ISBN 978-957-

490-567-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閱讀指導 2.CST: 說故事 

3.CST: 兒童讀物 4.CST: 討論教學法  

523.1  

台北樂多多遊戲書 3.0 / 蘇子茵, 洪毓

翎, 蔡雅智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飛

行船文化教育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 72 面; 24X34 公分 .-- ISBN 978-986-

97079-6-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SHTB: 認知發展--

3-6 歲幼兒讀物  523.13  

啟動幼兒的學習力 : 幫助孩子的 20

項 基 本 學 習 技 能 (Basic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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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BLS) / 莊宏達編審 ; 台中市愛

心家園早期療育中心活動設計 .-- 臺

中市 :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

金會, 11104 .-- 2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302-5-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基本知能 2.CST: 幼兒遊戲 

3.CST: 兒童教育  523.13  

專題式學習,幼兒就能開始 / 莎拉.列

夫(Sara Lev), 阿曼達.克拉克(Amanda 

Clark), 艾琳.史塔基(Erin Starkey)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368 面; 21 公分 .-- 

(學習與教育系列 ; 232) .-- ISBN 978-

626-305-202-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課程設計 

3.CST: 教學法  523.2  

嬰幼兒托育服務概論 / 廖月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352 面; 23 公分 .-- 

( 幼 兒 教 育 系 列 ) .-- ISBN 978-986-

0744-76-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托育 2.CST: 幼兒保育  523.2  

幼兒數學樣式教學實務與理論 / 陳

埩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44-75-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幼兒教育 2.CST: 數學教育  

523.21  

ㄅㄆㄇ結合韻數來寶 / 朱阿莉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96 面; 17X17 公

分 .-- ISBN 978-626-7071-60-1 (精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注音符號 

3.CST: 學前教育 4.SHTB: 語言文學--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ㄅㄆㄇ數來寶 / 朱阿莉作 .-- 四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96 面; 17X17 公分 .-- 

ISBN 978-626-7071-61-8 ( 精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注音符號 

3.CST: 學前教育 4.SHTB: 語言文學--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ㄉㄊㄋㄌ自己睡可怕嗎? / 許少菲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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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

957-43-9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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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ㄍㄎㄏ哥哥感冒了 / 許少菲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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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43-9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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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ㄐㄑㄒ雞寶寶不專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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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

43-9901-7 (精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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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ㄓㄔㄕㄖ噓!合作的祕密 / 許少菲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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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

957-43-9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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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ㄗㄘㄙ小老鼠找媽咪 / 許少菲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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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 ISBN 978-957-

43-9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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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ㄚㄛㄜㄝ啊!不可以亂吃 / 許少菲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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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 .-- ISBN 978-

957-43-9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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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ㄞㄟㄠㄡ抓魚大冒險 / 許少菲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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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 ISBN 978-957-

43-9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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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ㄢㄣㄤㄥㄦ飛行運動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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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 .-- ISBN 978-

957-43-9907-9 (精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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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ㄨㄩ迷路了也不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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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 ISBN 978-957-

43-9904-8 (精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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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街小巷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ISBN 978-626-7024-96-6 (平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生活教育 

3.CST: 人際關係 4.SHTB: 社會互動--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交通工具總動員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11105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

苗 教 材 ) .-- ISBN 978-626-7024-99-7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車輛 3.CST: 

運輸工具 4.SHTB: 交通--3-6 歲幼兒

讀物  5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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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博覽會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 ISBN 978-626-7024-98-0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運輸工具 

3.SHTB: 交通--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地球抱抱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ISBN 978-626-7143-03-2 (平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環境教育 

3.SHTB: 環保--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地球需要你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 ISBN 978-626-7143-02-5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環境保護 

3.SHTB: 環保--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我是藝術家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 ISBN 978-626-7143-04-9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藝術教育 

3.SHTB: 美感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每日 10 分鐘的超好玩親子互動數學 : 

用遊戲打造數學基礎,100 天就讓孩

子愛上學習 / Gentlemom 辛敬美, 千

宗鉉作 ;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224 面; 26 公分 .-- (親子田系列 ; 

51) .-- ISBN 978-986-507-789-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數學遊戲  

523.23  

垃圾不再來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 ISBN 978-626-7143-01-8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環境保護 

3.SHTB: 環保--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社區萬花筒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 ISBN 978-626-7024-95-9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生活教育 

3.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樓上樓下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ISBN 978-626-7024-97-3 (平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生活教育 

3.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誰來載我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ISBN 978-626-7143-00-1 (平裝附光碟

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運輸工具 

3.SHTB: 交通--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顏色真好玩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 32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 ISBN 978-626-7143-06-3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SHTB: 美感經驗--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顏色變魔術 / 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

市 : 華人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 40 面; 24X25 公分 .-- (小樹苗教材) .-

- ISBN 978-626-7143-05-6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SHTB: 美感經驗--

3-6 歲幼兒讀物  523.23  

國語文教學理論與應用 / 王珩, 周碧

香, 施枝芳, 馬行誼, 彭雅玲, 楊淑華, 

楊裕貿, 劉君[], 魏聰祺, 蘇伊文合著 ; 

周碧香主編 .-- 三版 .-- 臺北市 : 洪葉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95-0-0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教學理論 

3.CST: 小學教學  523.31  

這些對話有意思 / 世一文化編輯群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96 面; 26

公分 .-- (閱讀有意思 ; 2) .-- 注音版 .-

- ISBN 978-626-313-042-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兒童文學 

3.CST: 閱讀指導 4.CST: 小學教學  

523.311  

這個「人」有意思 / 世一文化編輯

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96 面; 26

公分 .-- (閱讀有意思 ; 5) .-- 注音版 .-

- ISBN 978-626-313-043-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兒童文學 

3.CST: 閱讀指導 4.CST: 小學教學  

523.311  

這篇童話有意思 / 世一文化編輯群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96 面; 26

公分 .-- (閱讀有意思 ; 1) .-- 注音版 .-

- ISBN 978-626-313-041-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閱讀指導 

3.CST: 小學教學  523.311  

讀寫生活好好玩 : 13 則共學遊戲,用

隨手可得的素材 : 車票、招牌、歌

詞,玩出孩子的創造力! / 林彥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1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08-6291-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寫作法 

3.CST: 小學教學  523.313  

数学思维训练题(1-6 年级) / 黄晓燕

着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11104 .-- 450 面; 28 公分 .-- (人

格教養 ; 5) .-- 正體題名:數學思維訓

練題(1-6 年級) .-- ISBN 978-626-7134-

07-8 (平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小學教學  

523.32  

60 秒變身科技小天才 / 雍.理查茲(Jon 

Richards)著 ; 洪夏天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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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128 面; 24 公分 .-- (商周

教育館 ; 56) .-- ISBN 978-626-318-252-

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初等教育  

523.36  

60 秒變身科學小天才 / 雍.理查茲(Jon 

Richards)著 ; 洪夏天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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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5 .-- 128 面; 24 公分 .-- (商周

教育館 ; 55) .-- ISBN 978-626-318-251-

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初等教育  

523.36  

Canva 多媒體小神通 / 巨岩出版編輯

群, 懂得資訊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巨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806-61-2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

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多媒體 

3.CST: 數位影像處理 4.CST: 初等教

育  523.38  

Excel 2019 試算表我也會 / 小石頭編

輯群, 夏天工作室編著 .-- 臺北市 : 小

石頭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017-2-4 (平

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EXCEL(電腦

程式)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8  

Google 網際網路新視野 / 蘇清得, 蘇

鈺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全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398-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網際網路 

3.CST: 搜尋引擎 4.CST: 小學教學  

523.38  

Krita 繪圖小達人 / 小石頭編輯群, 夏

天工作室編著 .-- 臺北市 : 小石頭文

化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017-3-1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電腦繪圖 

3.CST: 初等教育  523.38  

micro:bit V2 小創客大世界 / 校園文

化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校

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983-1-3 (平

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微電腦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4.CST: 初等教

育  523.38  

小小色彩藝術家 : 生活調色盤 / 王一

雅, 顏嘉成作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8 面; 23

公分 .-- (AI 科學玩創意)(AI 科學系

列  ; AISA0008) .-- ISBN 978-626-

95460-9-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顯示器 

3.CST: 光學 4.CST: 初等教育  

523.38  

小小色彩藝術家 : 奇幻 e 術展 / 王一

雅, 顏嘉成作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60 面; 23

公分 .-- (AI 科學玩創意)(AI 科學系

列  ; AISA0009) .-- ISBN 978-626-

95946-0-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電腦視覺 4.CST: 初等教育  

523.38  

文書 e 學園. 4, Word 2019 / 賴健二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智識家資訊有

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96334-5-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WORD 

2019(電腦程式)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8  

密碼攻防戰 / 王一雅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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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ISA0006) .-- ISBN 978-626-95460-8-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電腦程式語

言 3.CST: 初等教育  523.38  

新魔法教室 : PowerPoint 2019 / 碁峰

資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3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PowerPoint 

2019(電腦程式) 3.CST: 作業系統 

4.CST: 初等教育  523.38  

美好生活的實踐 : 食農教育教案手

冊. 國小篇 / 林如萍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03 .-

- 10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

7100-65-3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農村教育 

3.CST: 課程規劃設計 4.CST: 初等教

育  523.39  

蚵寮-蠔情萬千 藔天說地 : 100 週年

校慶紀念特刊 / 王建堯, 王志堅, 王忠

城, 王國亮, 王偉欣, 王榮周, 王翠蓮, 

王誌鴻, 尤榮珠, 尤榮俊, 宋岱恩, 李

宜學, 李淑婷, 吳德和, 吳錦碧, 林騰

蛟, 林騰雲, 洪元益, 洪秋蓮, 洪高舌, 

洪陽修(洪家寧代筆), 洪慈攸, 洪誌豪, 

胡舜華, 胡慧菁, 陳三億, 陳芃羽, 陳

怡如, 陳柏宏, 陳星宏, 陳品縈, 陳清

岳, 莊文慶, 許玉輝, 許瑛幸, 雲惟興, 

程耀煌, 蔡秀珍, 鄭德旺, 謝明娟, 謝

獻慧, 蘇秀卿撰文 ; 王建堯, 尤榮俊主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北門區

蚵寮國民小學, 11105 .-- 111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87-9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南市北門區蚵寮國民小學  

523.833/127  

基測作文必用成語分類典 / 人類文

化主編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63-2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詞典  

524.313  

會考作文六級分 : 熱血吧!看電影學

寫作 / 張耀仁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51-891-0 (平

裝)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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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九年級會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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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17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7-735-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數學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2  

行動化學館. 1 : 物質的基本組成 / 陳

大為, 陳大量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21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317-752-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化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國中地球科學一點都不難 / 潮男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38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626-317-732-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地球科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寫給中學生看的 AI 課 : 理科生要知

道,文科生更要讀。AI 生態系中,有

你的位子! / 蔡宗翰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4 

 

- 240 面; 21 公分 .-- (Trend ; 75) .-- 

ISBN 978-957-658-793-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資訊教育 2.CST: 人工智慧 

3.CST: 中等教育  524.375  

20 天贏戰統測英文綜合測驗(試題解

析合訂本) / Brian Foden, Joseph Schier, 

邱昭敏著 ; 劉嘉珮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23-7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讀本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竹園方誌 : 陌生的與熟悉的南一中

風景 / 南一中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 臺南市 : 國立臺南

第一高級中學, 11104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04-71-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2.CST: 校園  524.833/127  

竹園事鑑 : 南一中的百年紀實 / 南一

中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 臺南市 :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

中學,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4-70-0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2.CST: 歷史  524.833/127  

竹園采風 : 南一中校園生存教戰手

冊 / 南一中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 臺南市 : 國立臺南第

一高級中學, 11104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504-72-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2.CST: 校園文化  524.833/127  

竹園雅範 : 南一中教育名人堂 / 南一

中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 臺南市 :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

中學, 11104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4-68-7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2.CST: 人物志  524.833/127  

大學國際教育 : 趨勢、問題與展望 / 

吳麗君, 黃政傑, 阮孝齊, 陳玟樺, 胡

茹萍, 成群豪, 林柏翰, 田耐青, 黃雅

英, 周宛青, 王如哲, 陳昀萱, 洪雯柔, 

梁忠銘, 黃月純, 林子斌, 謝金枝合著 ; 

黃政傑, 吳麗君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727-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教育政策 

3.CST: 國際化 4.CST: 文集  525.07  

甄戰大學 : 決戰新課綱(大眾傳播學

群) /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87-6 (平裝) NT$370 普

遍級  

1.CST: 大學入學 2.CST: 入學甄試  

525.611  

甄戰大學 : 決戰新課綱(工程學群機

械類) /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85-2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大學入學 2.CST: 入學甄試  

525.611  

甄戰大學 : 決戰新課綱(文史哲學群) 

/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作 .-- 三版 .-- 臺

北 市  : 大 碩 教 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186-9 (平裝) NT$410 普遍級  

1.CST: 大學入學 2.CST: 入學甄試  

525.611  

甄戰大學 : 決戰新課綱(教育學群) / 

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 二版 .-- 臺

北 市  : 大 碩 教 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191-3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大學入學 2.CST: 入學甄試  

525.611  

長庚大學校慶特刊. 35 週年 / 陳英淙

總編輯 .-- 桃園市 : 長庚大學, 11104 .-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

98365-4-8 (精裝) 普遍級  

1.CST: 長庚大學  525.833/109  

無遠弗屆 : 中國醫藥大學重要研究

成果選輯 2019-2022 / 吳嵩山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國醫藥大學 , 

11104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778-74-2 (精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中國醫藥大學  525.833/115  

新校長學 : 創新進升九論 / 鄭崇趁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3 公

分 .-- (校長學系列 ; 41710) .-- ISBN 

978-986-0744-77-4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校長 2.CST: 領導 3.CST: 學校

管理  526.42  

沉默 : 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 / 陳昭

如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

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 春 山 之 聲  ; 35) .-- ISBN 978-626-

95859-5-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性侵害 2.CST: 學校安全  

527.59  

熱情讀思會後果 : 沒裝冷氣的下場 / 

曾明泉著 .-- 初版 .-- 臺南市 : 曾明泉, 

11104 .-- 222 面; 21 公分 .-- (人生明泉

系列) .-- ISBN 978-957-43-9960-4 (平

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讀書會  528.18  

2-7 歲小孩秒聽話 : 日本最強幼兒園

老師的神奇溝通術 / T 老師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親子

共 學 堂 ) .-- ISBN 978-957-658-801-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育兒  528.2  

母「礙」父「害」,父母的溺愛對孩

子來說是傷害 : 你口中的為了孩子,

到底對誰有好處? / 孫桂菲, 趙建, 鄒

舟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9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268-4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家庭教育 

3.CST: 子女教育  528.2  

別再說你們親子不熟了!笑能溝通乒

乓球 12 招 / 陳艾妮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幸福工程工作站, 11103 .-- 320

面; 21 公分 .-- (《笑能家教》系列) .-

- ISBN 978-986-7800-24-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3.CST: 親子關係  528.2  

別成為孩子精神世界的陌生人 : 還

在「以愛為名」控制你的孩子?你可

能養出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巨嬰! / 臨

界冰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62 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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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

292-9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親子關係  528.2  

我家孩子要上學了 : 入幼兒園親職

易讀手冊 / 翁舒玫, 王士瑀, 張庭維編

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教 育 部 , 

11103 .-- 8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06-39-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育兒 3.CST: 

幼稚園  528.2  

我家孩子要上學了 : 小學入學親職

易讀手冊 / 翁舒玫, 王士瑀, 張庭維編

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教 育 部 , 

11103 .-- 8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06-40-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關係 

3.CST: 小學生  528.2  

把上網壞習慣一「網」打盡! : 陪孩

子在網路世代成長的指南 / 戴羽晨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

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

研究中心, 11103 .-- 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978-7-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網路素養 

3.CST: 網路沈迷  528.2  

兒子使用說明書 : 在你放棄和兒子

溝通之前 請先看腦科學專家怎麼說 

/ 黑川伊保子著 ; 蘇楓雅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教養生活 ; 71) .-- ISBN 978-626-335-

245-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3.CST: 親子關係  528.2  

拆心,不猜心 : 小霸王、說謊精、破

壞狂,其實每個「壞孩子」都有一顆

受傷的心 / 高紅敏著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297-4 ( 平 裝 ) 

NT$375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育兒  528.2  

(初等考試)公民焦點速成  / 蔡力編

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97-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公民教育  528.3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19 : 做什麼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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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40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5507-6-0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SHTB: 生活體驗--0-3 歲幼兒讀物  

528.33  

我好不想說對不起 : 孩子的情緒認

知 四 部 曲 . 2 / 麥 可 . 伊 恩 . 布 萊 克

(Michael Ian Black)作 ; 黛比.里帕斯.

奧伊(Debbie Ridpath Ohi)繪 .-- 初版 .-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5 .-- 40 面; 25 公分 .-- (小野

人 ; 46) .-- ISBN 978-986-384-693-2 (精

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情緒教育 

3.CST: 繪本  528.33  

我好無聊 : 孩子的情緒認知四部曲. 1 

/ 麥可.伊恩.布萊克(Michael Ian Black)

作 ; 黛比.里帕斯.奧伊(Debbie Ridpath 

Ohi)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40 面; 25

公分 .-- (小野人 ; 45) .-- ISBN 978-986-

384-692-5 (精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情緒教育 

3.CST: 繪本  528.33  

我好擔心 : 孩子的情緒認知四部曲. 4 

/ 麥可.伊恩.布萊克(Michael Ian Black)

作 ; 黛比.里帕斯.奧伊(Debbie Ridpath 

Ohi)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40 面; 25

公分 .-- (小野人 ; 48) .-- ISBN 978-986-

384-694-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情緒教育 

3.CST: 繪本  528.33  

我好難過 : 孩子的情緒認知四部曲. 3 

/ 麥可.伊恩.布萊克(Michael Ian Black)

作 ; 黛比.里帕斯.奧伊(Debbie Ridpath 

Ohi)繪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40 面; 25

公分 .-- (小野人 ; 47) .-- ISBN 978-986-

384-695-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情緒教育 

3.CST: 繪本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不要

碰我的身體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94-7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火很

危險不要玩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88-6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地震

來了我不慌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90-9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防災

知識很重要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91-6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和氣

有禮好人緣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98-5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垃圾

分類我會做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84-8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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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居家

意外要當心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92-3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朋友

之間多友愛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99-2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珍惜

食物不浪費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86-2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病毒

怪獸遠離我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89-3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做錯

事勇於承認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85-5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飼養

寵物負責任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96-1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與人

約會要守時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87-9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燙傷

處理要及時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93-0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遵守

規則守秩序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97-8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我的第一套健康成長小百科 : 壞人

引誘別上當 / 庄淳楦, 葉沛儒編 ; 楊

帆, 戴杰靈, 王蕾插圖 .-- 桃園市 : 九

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7X1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2-195-4 (平裝) NT$120 普

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528.33  

最強自保手冊 : 社會安全網失靈,你

如何自保?美國特種部隊教你辨識身

邊危險人物、安全脫身,保住生命財

產 / 丹恩.席林(Dan Schilling)著 ; 李宛

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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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叢書 ; 1113) .-- ISBN 

978-626-335-188-2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安全教育 2.CST: 行為心理學  

528.38  

學藝員問到飽 all about : 台灣第一個

市民參與城市文化軟實力提升運動 / 

桂雅文口述 ; 唐植梅文字 .-- 臺北市 : 

台灣博物館教育發展協會, 11104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03-

1-0 (活頁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文化行政 2.CST: 文化機構 

3.CST: 社會教育 4.CST: 桃園市  

528.416  

程式語言與設計乙版 / 李啟龍, 吳振

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41-1 (上冊: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教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技職教育  528.831  

教練金律 : 成為成功健身教練、體

適能教練的 105 條關鍵原則 / 布蘭登.

李瑞克(Brendon Rearick)著 ; 劉玉婷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生活風格 ; FJ1073) .-- 

ISBN 978-626-315-093-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教練 2.CST: 運動教學 3.CST: 

運動訓練 4.CST: 教學法  528.915  

小球大世界 / 金竟仔, 嘉安, 老溫, 破

風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

圖書有限公司, 11103 .-- 3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5-88-5 (平裝) 

NT$470 普遍級  

1.CST: 足球 2.CST: 通俗作品  

528.951  

生於奮鬥 : 亞洲球王盧彥勳的 20 年

網球之路 / 盧彥勳, 盧威儒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 (Ciel) .-- ISBN 978-957-05-3410-8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盧彥勳 2.CST: 網球 3.CST: 運

動員 4.CST: 臺灣傳記  528.953  

棒球判例 : 2022 版 / 郭永安執行撰

稿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

動聯盟, 11103 .-- 1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60-0-4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棒球 2.CST: 判例  528.955  

公共安全救援潛水百科全書 = The 

encyclopedia of public safety rescue 

diving / 張旗元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張旗元, 11103 .-- 272 面; 26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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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57-43-9913-0 ( 平 裝 ) 

NT$1500 普遍級  

1.CST: 潛水 2.CST: 水上救援  

528.962  

李小龍功夫哲學與藝術 / 張安邦, 張

可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05 .-- 255 面; 21 公

分 .-- (武術武道技術 ; 13) .-- ISBN 

978-986-346-365-8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1.CST: 武術 2.CST: 中國  528.97  

圖解武術的科學 / 吉福康郎著 ; 孫曉

君翻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十力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684-8-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武術  528.97  

龔鵬程學.思.俠.遊特輯. 6, 武藝 : 俠

的武術功法叢談 / 龔鵬程著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25-88-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武術 2.CST: 文集  528.9707  

陳氏太極拳習拳要點全解 / 劉勇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5 .-- 206 面; 21 公分 .-- (陳式

太極拳 ; 16) .-- ISBN 978-986-346-366-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太極拳  528.972  

綠茵場的尋人啟事. 2021 / 列當度, 剛

田武, 嘉安, 金竟仔, 破風合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1103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92-2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運動員 2.CST: 足球 3.CST: 世

界傳記  528.999  

大同大學光齡苗圃成果彙編 / 陳彥

甫, 楊朝陽, 蔡孟涵, 傅翊棋, 林子勤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同大學設計

學院媒體設計學系, 11104 .-- 204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5322-1-

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視障 2.CST: 大學推廣教育 

3.CST: 教學活動設計  529.8  

考典.強迫上榜 : 申論題全方位完勝

52 招,一本搞定國考、公職、研究所

與各類證照! / 陳膺宇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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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40 面; 26 公分 .-- (商周

其他系列 ; BO0340) .-- ISBN 978-626-

318-237-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考試 2.CST: 學習方法 3.CST: 

讀書法  529.98  

禮俗；民族學 

青藏高原東部的羌族與藏族 : 2008

汶川地震前後的人口流動與文化變

遷. 影像篇 / 松岡正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280 面; 21 公分 .-- (允晨

叢刊 ; 178) .-- ISBN 978-626-95679-5-9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羌族 2.CST: 藏族 3.CST: 人口

遷移 4.CST: 文化變遷  536.2834  

青藏高原東部的羌族與藏族 : 2008

汶川地震前後的人口流動與文化變

遷. 論文篇 / 松岡正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580 面; 21 公分 .-- (允晨

叢刊 ; 177) .-- ISBN 978-626-95679-4-2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羌族 2.CST: 藏族 3.CST: 人口

遷移 4.CST: 文化變遷  536.2834  

山林裡的南島語族 : 台灣原住民族

群的形成論 / 陳有貝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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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3 .-- 26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37-196-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考古學  

536.33  

*料理之道 : 從神的規則到人的選擇 

/ 瑞秋.勞丹(Rachel Laudan)著 ; 馮奕達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二十張出版, 11104 .-- 

65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

95893-1-9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化史  

538.7  

品饌東亞 : 食物研究中的權力滋味、

醫學食補與知識傳說 / 郭忠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 (允晨叢刊 ; 179) .-- ISBN 978-626-

95679-7-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化 3.CST: 

東亞  538.78  

俄羅斯美食史 : 包心菜和魚子醬 / 艾

利森 K. 史密斯(Alison K. Smith)作 ; 

杜蘊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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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022.05 .-- 352 面; 23 公

分 .-- (Mirror ; 24) .-- ISBN 978-626-

95775-6-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俄國  

538.7848  

神隱與日本人 / 小松和彥作 ; 簡白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4 面; 

21 公分 .-- (View ; 115) .-- ISBN 978-

626-335-199-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民俗 2.CST: 民間故事 3.CST: 

日本  538.831  

社會學 

東大教授十小時教會你大學四年的

社會學 / 出口剛司著 ; 張瑜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726-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社會學  540  

後國安法的公民社會 / 張崑陽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經濟

民主連合, 11103 .-- 1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98612-8-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公民社會 2.CST: 社會參與 

3.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541  

新 審 美 經 濟  = Economy of new 

aesthetic categories / 潘罡著 .-- 第一

版 .-- 臺南市 : 潘罡, 11103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926-0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審美 2.CST: 美學 3.CST: 文化

經濟學 4.CST: 文化產業  541.2016  

遇見打狗 : 新濱老街的 3650 天 / 王

威棋, 林佩穎, 陳坤毅, 陳麗緹, 鄭耀

翔, 黃朝煌, 曾愉芬, 蘇唯綸, 儲伯如, 

蕭孟曲文字編輯 .-- 高雄市 : 社團法

人高雄市打狗文史再興會, 11103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158-

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社區總

體營造 3.CST: 高雄市鼓山區  

541.27  

Conservation & Conversation. 2021 : 文

保.跨過界 / 王价巨, 王貞富, 林思玲, 

吳書原, 陳怡安, 陳俊宇, 潘富俊, 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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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林, 賴嘉綾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03 .-- 1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567-1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文物保

存維護 3.CST: 文集  541.2707  

本真與商品的協調 : 文化旅遊建構

原則的反思 = Reconciling authenticity 

with commodification : a reflection on 

the principles of cultural tourism 

construction / 潘罡著 .-- 第一版 .-- 臺

南市 : 潘罡, 11103 .-- 8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43-9925-3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文化產業 2.CST: 旅遊  

541.29  

當我走在創業路上 / 陳坤淼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22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10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產業 2.CST: 創業 3.CST: 

人物志  541.29  

山屾 :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

系壹壹壹級畢業專題特刊 / 弘光科

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 111 級全體

專題生圖文創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弘 光 科 技 大 學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系 , 

11104 .-- 144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9499-35-4 (精裝) NT$660 普

遍級  

1.CST: 文化產業 2.CST: 產業發展 

3.CST: 文集 4.CST: 台中市  

541.2933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 2021 = 

2021 Taiwan cultural & industries annual 

report / 李明哲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化內容策進院, 11105 .-- 2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572-5 (平

裝附光碟片) NT$700 普遍級  

1.CST: 文化事業 2.CST: 臺灣  

541.2933  

2030 科 技 趨 勢 全 解 讀  / 金 知 賢

(김지현)著 ; 陳柏蓁, 黃子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4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36-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生活科技 2.CST: 資訊社會  

541.415  

數位絲路 : 中國如何用網路控制你

的 今 天 和 未 來  / 強 納 生 . 希 爾 曼

(Jonathan E. Hillman)作 ; 李芳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5 .-- 38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31-5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資訊社會 2.CST: 網路社會 

3.CST: 經濟發展 4.CST: 中國  

541.415  

冷暴力 : 揭開日常生活中精神虐待

的 真 相  / 瑪 麗 法 蘭 絲 . 伊 里 戈 揚

(Marie-France Hirigoyen)著  ; 顧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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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232-5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暴力 2.CST: 心理衛生 3.CST: 

個案研究  541.627  

有多痛,就有多值得 : 痛苦的價值及

其如何為我們帶來快樂 / 保羅.布倫

(Paul Bloom)著 ; 陳岳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228-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社會心理學 2.CST: 快樂 

3.CST: 痛苦  541.7  

做戲的人 : 新台劇在路上 / 中央社

「文化+」採訪團隊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1 公

分 .-- (印刻文學 ; 677) .-- ISBN 978-

986-387-560-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傳播產業 2.CST: 娛樂業 

3.CST: 產業發展 4.CST: 臺灣  

541.8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

系畢業生學士論文集. 2022 一 0 七級 

/ 孔婕語, 王律涵, 王郁茹, 王婕, 江姵

臻, 位季昕, 何宜, 何家興, 吳佳璇, 吳

易貞, 吳亭儀, 吳珮慈, 呂恩伶, 李允

臻, 李振瑋, 李書儂, 李茵, 李婕寧, 沈

沛玟, 沈昱霖, 沈郁雯, 周日騰, 易嘉

恩, 林少筑, 林咏渝, 林宜穎, 林品欣, 

林煒烰, 林裔倫, 邱筱芸, 姚宛筠, 胡

奕民, 胡淳茵, 唐翊軒, 馬睿含, 高任, 

張仁謙, 張宇彣, 張廷瑀, 張菡家, 張

鈺淇, 粘沅芳, 莊子萱, 莊孟儒, 許芷

菱, 許雲潔, 陳宜臻, 陳星辰, 陳柔伶, 

陳致祥, 陳愛蓮, 曾廣聞, 馮郁軒, 黃

文珊, 黃沛慈, 黃芷瑩, 黃婕茹, 黃雅

琳, 黃楚安, 黃馨瑩, 楊婉鈺, 楊筑雅, 

楊萍媛, 董韋杉, 劉芯妮, 劉珊妮, 劉

家莉, 潘宜鴻, 蔡宜臻, 鄭力敏, 鄭名

妤, 盧俊諺, 謝瑜珊, 韓薏雯, 魏忠偉, 

魏嘉宏作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11104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1-00-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圖文傳播 2.CST: 文集  

541.8307  

自由世界的前哨 : 2022 烏克蘭戰爭 / 

沈旭暉, 孔德維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一八四一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956-0-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戰爭 2.CST: 國際政治 3.CST: 

文集 4.CST: 烏克蘭  542.2  

活為難民 : 那年的我,與印度德里的

流亡藏人們 / 彭皓昀作 .-- 初版 .-- 新

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族群與客

家 系 列 ) .-- ISBN 978-986-5470-26-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難民 2.CST: 藏族 3.CST: 印度

德里  542.277  

難民紙 : 潰逃泰緬國軍老兵口述史 / 

周浙平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60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

332-272-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難民 2.CST: 報導文學  

542.277  

勞動力趨勢探討(2005 年-2021 年) = 

A study of workforce trends (from 2005 

to 2021) / 陳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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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43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41-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勞動力 2.CST: 產業結構 

3.CST: 趨勢研究  542.71  

大專畢業生就業追蹤監測系統之研

究  =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monitoring indicator system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raduate / 高慧珠, 彭佳玲

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21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49-6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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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人力資源調查 2.CST: 資料庫  

542.71029  

給我機會,我可以跟你一樣好 : 浴火

鳳凰計畫 : 跨越身心障礙就業的橋

樑 / 吳亭芳主編 ; 徐嬿姍, 呂岡坪文

字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

腦性麻痺協會, 11104 .-- 1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862-0-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就業輔導 2.CST: 身心障礙者 

3.CST: 腦性麻痺  542.75  

普通人的海外求職指南 : 不必留學,

也能讓國際工作主動找上你 / 謝宗

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05 .-- 384 面; 21 公分 .-

- (圓神文叢 ; 314) .-- ISBN 978-986-

133-823-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就業 2.CST: 職場成功法  

542.77  

人母的歷史 : 跨越時間與地域,思索

母性、歌詠母職,並探尋人母身分的

歷史及演變軌跡 / 莎拉.諾特(Sarah 

Knott)著 ; 王翎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5 .-- 408 面; 21 公分 .-- (臉譜書

房 ; FS014) .-- ISBN 978-626-315-092-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母親 2.CST: 母職 3.CST: 育兒 

4.CST: 歷史  544.141  

母職效能之探析 : 意涵、理論與研

究 / 鄧蔭萍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心

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744-73-

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母親 2.CST: 兒童發展 3.CST: 

親職教育  544.141  

你背負了誰的傷 : 從家庭的原生三

角關係,療癒代際傷害 / 馮以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 (Vision ; 227) .-- ISBN 978-986-406-

288-1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家庭輔導 2.CST: 家庭關係 

3.CST: 親子關係  544.186  

七個讓愛延續的方法 : 兩個人幸福

過一生的關鍵秘訣 / 約翰.高曼(John 

M. Gottman), 妮安.希維爾(Nan Silver)

著 ; 陳謙宜, 沈碁恕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32-9503-7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婚姻 2.CST: 兩性關係  544.3  

前男友大出清 : 愛情已逝,舊物尚存,

那些我談過的戀愛,一件不留! / 海莉.

麥吉(Haley McGee)著 ; 陳芙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16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716 種)(兩性之間 ; 46) .-- ISBN 

978-986-5596-8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544.37  

你的愛情就像你自己 : 知名心理師

集 15 年諮商經驗,找到愛的解答 / 全

美暻作 ; 徐若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Happy learning ; 202) .-- 

ISBN 978-986-136-621-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戀愛心理學 2.CST: 兩性關係  

544.37014  

讀者太太解鎖跨文化婚姻 : 從兩個

人相愛,到兩個世界相融的 28 個真心

建議 / 讀者太太 Mrs Reader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06-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異國婚姻 2.CST: 文化 3.CST: 

通俗作品  544.38  

享受單身 : 喜歡的沒出現,出現的不

喜歡!相視無言,不如一個人的浪漫,

女人的精采不一定要伴侶的存在  / 

恩茜, 姚娟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8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300-1 (平裝) NT$375 普遍級  

1.CST: 獨身 2.CST: 生活指導  

544.386  

妳可以當個好女孩,但不能不懂男人

的壞 / 大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

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313) .-- ISBN 

978-986-133-82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女性 2.CST: 兩性關係 3.CST: 

生活指導  544.5  

脫單大作戰 : 做對這些事,桃花擋不

住 / 蘿拉.萊恩(Laura Lane), 安吉拉.斯

佩拉(Angela Spera)作 ; 水淼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幸福人生 ; 23) .-- ISBN 

978-626-7026-09-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兩性關係 2.CST: 溝通技巧  

544.7  

與孩子自在談性 : 我爸爸有小雞雞 / 

皮姆.凡赫斯特(Pimm van Hest)文 ; 瑪

德琳.凡德拉茲(Madeleine van der Raad)

圖 ; 魏嘉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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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40 面; 25X25 公分 .-- (知識

滴 ; 39) .-- ISBN 978-626-7038-27-7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性器官 3.CST: 

親職教育 4.CST: 繪本  544.72  

與孩子自在談性 : 我媽媽有大肚子 / 

娜塔莉.狄波特(Nathalie Depoorter)文 ; 

瑪莉安娜.凡德瓦勒(Marianne van der 

Walle)圖 ; 魏嘉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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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56 面; 25X25 公分 .-- 

(知識滴 ; 40) .-- ISBN 978-626-7038-

28-4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性教育 2.CST: 親職教育 

3.CST: 繪本  544.72  

創齡 / 朱迺欣, 曾思瑜, 劉豊志, 駱紳

著 ; 駱紳主編 .-- 三版 .-- 新北市 : 立

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分享叢書) .-- ISBN 978-

986-360-189-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老年 2.CST: 長期照護 3.CST: 

生活指導  544.8  

45 歲退休,你準備好了? / 田臨斌著 .-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90-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退休 2.CST: 生涯規劃 3.CST: 

生活指導  544.83  

我是照顧者 / 米奧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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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6-832-

9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

833-6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老人養護 2.CST: 父母 3.CST: 

照顧者  544.85  

看見長照.長照看見 : 長期照顧與人

力資源 / 葉至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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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316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F0316)(長照關懷系列 ; 6)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58-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老人養護 2.CST: 長期照護 

3.CST: 人力資源管理  544.85  

地方創生 xSDGs 的實踐指南 : 孕育

人與經濟的生態圈,創造永續經營的

地方設計法 / 筧裕介著 ; 陳令嫻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裏路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4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181-4-2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社區發展 2.CST: 永續發展 

3.CST: 日本  545.0931  

新社會 /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

著 ; 顧淑馨譯 .-- 臺北市 : 博雅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673-1-7 (精裝) 

NT$610 普遍級  

1.CST: 工業社會學  545.2015  

陸海空.綠白藍 : 我的時空旅行 / 黃作

炎作 .-- 新北市 :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出版 ; [臺北市] : 晴光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256 面; 21 公

分 .-- (遠景文學叢書 ; 107) .-- ISBN 

978-957-39-1137-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眷村 2.CST: 高雄市  

545.4933  

龔鵬程學.思.俠.遊特輯. 5, 大俠 : 俠

的精神文化史論 / 龔鵬程著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25-87-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游俠 2.CST: 武俠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546.11  

仕途之外 : 先秦至西漢不仕之士研

究 / 白品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22-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士 2.CST: 先秦 3.CST: 西漢  

546.1135  

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 : 通才是如何

練成的?從達文西到桑塔格,文藝復

興到當代最詳盡的知識人文化史  / 

彼得 .柏克 (Peter Burke)著  ; 賴盈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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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0-218-7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知識分子 2.CST: 文化史 

3.CST: 世界史  546.1135  

*中華民國童軍運動的傳承與創新 . 

2022 : 蓬勃的國際童軍活動 / 蘇德祥

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童軍總

會, 11103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75-0-6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童軍教育 2.CST: 文集  

546.8107  

*中華民國童軍運動的傳承與創新 . 

2022 : 陽明山童軍露營場再創新頁 / 

蘇德祥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

童軍總會, 11103 .-- 1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875-1-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童軍教育 2.CST: 露營  

546.817  

中華民國童軍運動的傳承與創新 . 

2022 / 蘇德祥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

民國童軍總會, 11103 .-- 冊 .-- ISBN 

978-626-95875-2-0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1.CST: 童軍教育 2.CST: 臺灣  

546.81933  

*中華民國童軍運動的傳承與創新 . 

2022 : 國內童軍活動的多元與創新 / 

蘇德祥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

童軍總會, 11103 .-- 1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88446-9-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童軍教育 2.CST: 臺灣  

546.81933  

方案設計與評估 / 翁慧圓, 陳心怡, 林

秉賢, 唐宜楨, 周慧香合著 ; 翁慧圓主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5 .-- 4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06416-9-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社會服務 2.CST: 方案設計  

547  

圖解社會工作管理 / 陳思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5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41-3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2.CST: 組織管理  

547  

我們的故事 : 濟世傳情,100 位愛心志

工,分享難忘的人生紀錄 / 王興隆主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76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81) .-- ISBN 978-

626-335-225-4 (平裝) NT$580 .-- ISBN 

978-626-335-244-5 (精裝) NT$700 普

遍級  

1.CST: 志工 2.CST: 文集  547.16  

青年志工團隊競賽及運用單位表揚

計畫成果專刊. 110 年 / 張宛榆, 李一

品, 徐子晴, 鄒宜君, 賴志政採訪撰

文 .-- 臺北市 :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1103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6-4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志工 2.CST: 社會服務  

547.16  

*每一個都是「我們的」孩子 : 文國

士與家園的漂浪少年 / 文國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272 面; 21 公分 .-

- (Vision ; 223) .-- ISBN 978-986-406-

284-3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兒童福利 2.CST: 青少年輔導 

3.CST: 安置輔導  547.51  

(初等考試)社政法規大意 : 看這本就

夠了 / 陳月娥編著 .-- 第二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03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福利法規 2.CST: 社會政

策  547.7  

博幼的故事 : 用教育讓孩子成為自

己的太陽 / 博幼基金會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751-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

會 2.CST: 社會福利  547.933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之社會影響

力報告 / 林永昇, 李翊嫙, 林仕弘撰

文 ; 顏鴻吉主編 .-- [高雄市] : 財團法

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11106 .-- 

11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

91449-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2.CST: 社會企業  54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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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慈濟史 : 馬六甲分會 / 佛教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編纂處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財團法人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11104 .-- 

5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7-

51-5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馬

來西亞) 2.CST: 歷史  548.126  

希望在這裡 : 非洲迦南計畫的故事 / 

珍妮.麥斯威爾著 ; 呂亭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04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6-

20-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孤兒 2.CST: 愛滋病 3.CST: 公

益團體 4.CST: 非洲  548.13  

聽,傷痕在說話 : 呂立的兒少保護醫

療現場紀實 : 守護受虐兒,重拾家的

力量 / 呂立著 ; 陳柏樺採訪撰述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家

庭與生活 ; 76) .-- ISBN 978-626-305-

198-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受虐兒童 2.CST: 兒童保護  

548.13  

愛善同行. 1, 0206 臺南震殤 / 張晶玫, 

林永昌, 莊瑞珠, 楊淑玫, 陳令凰, 吳

秀玲, 丁皎翎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出版社, 11104 .-- 576 面; 21

公分 .-- (莫忘那一年. 2016) .-- ISBN 

978-626-95708-1-2 (精裝) 普遍級  

1.CST: 震災 2.CST: 災難救助 3.CST: 

臺南市  548.317  

恐怖主義威脅與有關問題. 2021 年 / 

汪毓瑋主編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

國土安全研究協會, 11103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2887-6-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恐怖主義 2.CST: 文集  

548.86107  

外國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實證案

例之研究 = A study of foreign farmer 

occupational acident insurance benefits / 

林光邦, 汪文豪研究主持 .-- 1 版 .-- 新

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 11106 .-- 18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44-1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農民保險 2.CST: 職業災害 

3.CST: 比較研究  548.9  

共產黨宣言 / 卡爾.馬克思, 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著 ; 中央編譯局譯 .-- 2 版 .-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288 面; 21 公分 .-- (經典

名著文庫 ; 71) .-- ISBN 978-626-317-

722-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共產主義  549.3412  

經濟 

社論一寫四十年  / 葉萬安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6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6292-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總體經濟學 2.CST: 國家發展 

3.CST: 社論  550  

商業的未來 : 找回經濟中的人性 / 山

口周作 ;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行人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186-7-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商業經濟 2.CST: 未來社會  

550  

教室裡的理財冒險王 : 在賺錢、納

稅、創業、投資中,培養受用一生的

財商思維 / 玉孝振著 ; 金美妍繪 ; 賴

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95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4-743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2.CST: 通俗作品  

550  

秒懂圖解行為經濟學 : 從基礎學起,

知道就是賺到! / 阿部誠著 ; 謝敏怡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

雁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6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74-09-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2.CST: 行為心理學  

550.14  

*APEC 簡明參考手冊 = Handbook of 

APEC terms / 鍾錦墀主編 .-- 第十八

版 .-- 臺北市 : APEC 研究中心, 臺灣

經濟研究院, 11103 .-- 211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986-87157-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2.CST: 合作經濟 3.CST: 機關團體  

550.69  

The 2020-2021 亞太區域年鑑 / 周子欽

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

員會, 11103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849-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2.CST: 亞太經濟 3.CST: 亞太區域合

作 4.CST: 國際政治 5.CST: 文集  

550.6907  

21 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1-2021 / 

科學月刊社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鷹出版 , 

11105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805-1-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家 2.CST: 諾貝爾獎 

3.CST: 傳記  550.99  

個體經濟學  : 理論與應用 / Walter 

Nicholson, Christopher Snyder 原著 ; 許

景翔, 潘明如譯 .-- 四版 .-- 臺北市 :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 11104 .-- 48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953-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個體經濟學  551  

国际政治经济学 / 林宗达着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11105 .-- 560 面; 26 公分 .-- (國際關係

研究叢書) .-- 正體題名:國際政治經

濟學 .-- ISBN 978-626-95092-4-9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國際政治經濟學  552.1  

國際政治經濟學 / 林宗達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11105 .-- 560 面; 26 公分 .-- (國際關係

研究叢書) .-- ISBN 978-626-95092-3-2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國際政治經濟學  552.1  

* 台 灣 中 型 集 團 企 業 研 究 . 2022 = 

Medium size business group in Taiwan /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 

第 15 版 .-- 臺北市 : 中華徵信所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5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06705-3-0 (平裝) 

NT$4500 普遍級  

1.CST: 企業聯營 2.CST: 集團企業 

3.CST: 臺灣  552.33  

土地法及相關法規概要 / 陳俊合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德明財經科技

大 學 不 動 產 與 永 續 城 鄉 研 究 室 , 

11103 .-- 386 面; 26 公分 .-- (不動產經

紀 人 金 榜 用 書 ) .-- ISBN 978-986-

99176-4-3 (平裝) NT$6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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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土地法規  554.133  

土地法規 / 弘揚編輯組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弘揚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 47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95373-0-3 (平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土地法規  554.133  

土地法規體系 / 許文昌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712-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土地法規  554.133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業務年報 . 

110 年  = Land Consolidation 

Engineering Bureau,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21 annual report / 張愛妮, 林

詠勳, 王儷蓉, 林良陽, 林怡君, 廖原

億, 何錦杭, 鄭婷尹, 洪妙玫, 李翠, 黃

品悅, 彭暐庭, 顏君純, 王靜慧, 王振

宏, 黃詩韻, 項薇安撰稿 .-- 初版 .-- 臺

中 市  : 內 政 部 土 地 重 劃 工 程 處 , 

11104 .-- 11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01-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2.CST: 土地行政 3.CST: 土地重劃  

554.333  

公務人員考試 : 職業安全衛生類別

(高等考試+地特三等)歷屆考題彙編 

/ 蕭中剛, 陳俊哲, 徐強, 許曉鋒, 王韋

傑, 張嘉峰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31-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555.56  

危害物質管理 / 陳淨修編著 .-- 六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430-820-0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化工毒物  

555.56  

物理性作業環境監測 : 含甲、乙級

技能檢定學科試題 / 陳淨修編著 .-- 

第八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19-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555.56  

金屬積層製造之可燃性金屬危害預

防探討 = A study on the combustible 

metal hazard prevention for met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 / 張承明研究主

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48-9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災害  

555.56  

智慧型行動裝置應用於噪音量測之

研 究  = The study of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in noise measurement / 李昆

哲, 張奕瑞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

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 11105 .-- 11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19-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災害  

555.56  

結合動力與呼吸回饋改良呼吸防護

具 及 驗 證 方 式 開 發 研 究  =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face 

mounted breath respon sive powered air-

purifying respirators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establishment / 洪粕宸, 黃盛

修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

部 勞 動 及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 

11105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5-24-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勞工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555.56  

綜合商品零售業勞工免於職場暴力

等不法侵害之防範策略 = Preventive 

strategies for workers in general 

merchandise retail industry to avoid 

workplace violence and other illegal 

abuses / 陳毓雯, 許華孚, 林威成研究

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4 .-- 1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18-

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職業災害 2.CST: 勞工安全  

555.56  

膠帶業之有機溶劑火災爆炸危害預

防研究 = Research on the prevention of 

fire and explosion hazards of organic 

solvents in the tape industry / 林光邦, 謝

明宏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 

11106 .-- 2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5-43-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災害  

555.56  

燃氣鍋爐場所之防爆電氣安全探討 

= Discussion on electrical equipmemt for 

explosive atmospheres in gas boiler sites 

/ 蘇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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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10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25-17-5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設備管理  

555.56  

營建施工空間綜合溫度熱指數與勞

工生理訊號監測及警示模組之探討 

=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warning modules for atmospheric and 

labor physiological data om construction 

sites / 陳信宏, 溫士逸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11105 .-- 1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32-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勞工安全 2.CST: 職業災害  

555.56  

營造業安全衛生垂直輔導模式與可

行 性 評 估  = Establishment and 

feasibility assessment of safety and 

health vertical guidance model for 

construction industry / 張智奇, 陳政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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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7125-29-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555.56  

職安法規隨身讀. 2022 版 / 江軍, 徐

英洲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24-139-8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3.CST: 法規  555.56  

聲音經濟 : 從語音助理、Podcast 到

智慧音箱,科技巨頭爭相搶進的新市

場 / 緒方憲太郎著 ; 林詠純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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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22-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產業經濟學 2.CST: 產業發展 

3.CST: 聲音 4.CST: 語音  555.91  

產業人才需求資訊分析 =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analysis on deman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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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killed talents / 薛曉珊, 吳東

陽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

部 勞 動 及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所 , 

11106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5-51-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勞動市場 2.CST: 勞工就業  

556  

透過平台業者 APP 程式提供勞務之

國內工作者工作態樣研究 : 以食品

外 送 平 台 為 例  = A study on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domestic workers 

who provide labor services through the 

APP program of the platform industry : 

using the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as a 

case study / 陳麗萍 , 王素彎研究主

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1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42-7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勞動市場 2.CST: 勞工就業  

556  

勞動待遇與代價 : 從性別觀點分析

台灣醫護工作 / 張晉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中

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 國立

臺灣大學發行, 11104 .-- 296 面; 21 公

分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叢

書 ; 2) .-- ISBN 978-986-350-594-5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勞動問題 2.CST: 性別研究 

3.CST: 醫事人員  556  

僱用管理就業平等概況調查工作場

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報告. 110 年 / 

勞動部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勞

動部, 11103 .-- 3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5-34-2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勞動統計 2.CST: 性別平等 

3.CST: 臺灣  556.028  

海上人權路 / 陳菊, 王幼玲, 王美玉, 

紀惠容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08-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勞動問題 2.CST: 外籍勞工 

3.CST: 人權 4.CST: 漁業  556.56  

低收、中低收入戶勞動情況之探討 : 

以中彰投地區、高屏地區為例 = A 

study on the labor situation of low-

income and middle-low-income 

households : using areas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as case studies / 陳麗

萍, 謝杏慧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

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 11106 .-- 3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46-5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勞工就業 2.CST: 貧民  556.8  

菁英媽媽想上班 : 美國頂尖名校女

性重返職場的曲折路 / 帕梅拉.史東

(Pamela Stone), 梅 格 . 拉 芙 蕎 (Meg 

Lovejoy)著 ; 許雅淑, 李宗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Misfits ; 

20) .-- ISBN 978-626-95730-2-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勞工就業 2.CST: 女性勞動者  

556.8  

勞工保險法 : 理論與實務 / 楊通軒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6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771-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勞工保險 2.CST: 保險法規  

556.82  

各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才養成及

培訓制度研究 = Research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development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nurses in various 

countries / 謝曼麗, 秦唯珊研究主持 .-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45-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勞工訓練 2.CST: 職業訓練  

556.83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訓練效益評估 = 

The study of training evaluation for 

government subsidy program-industrial 

human resource investment program / 鄭

淑芳, 張玉山, 劉常勇, 黃冠傑, 彭美

嘉, 李依靜, 吳祐誠著 .-- 1 版 .-- 新北

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 11106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40-3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1.CST: 勞工訓練 2.CST: 職業訓練  

556.83  

勞基法攻略 : 工時傳 / 黃柏欽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197-9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勞動基準法 2.CST: 工時 

3.CST: 論述分析  556.84  

公路系統規劃階段強化調適能力之

探討. (1/2) / 吳清如, 吳柏萱, 任雅婷, 

韋懿軒, 鍾文祥, 楊斯堯, 曾佩如, 朱

珮芸, 徐偉誌, 蕭為元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3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

394-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公路管理 2.CST: 運輸系統  

557  

繪葉書中的臺灣鐵道. 官鐵篇 / 鄧志

忠, 廖明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蒼

璧出版有限公司 , 11104 .-- 144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11-1-

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鐵路 2.CST: 明信片 3.CST: 臺

灣  557.2633  

圖解航業經營管理 / 張雅富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58-1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航運管理 2.CST: 航運業  

557.43  

(郵政招考)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

講 : 郵政三法大意(內勤) / 陳金城編

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1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郵政法規  557.61  

*專題郵刊. 24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

專題集郵協會, 11103 .-- 1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90479-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集郵 2.CST: 期刊  557.64905  

人類飛行的故事 : 附帶介紹各種航

空器郵票 / 孫正明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藍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06041-6-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航空史 2.CST: 飛行器 3.CST: 

郵票  557.99  

財政；金融；投資 

白銀市場爭奪戰 : 從富蘭克林到巴

菲特,點燃全球經濟與關鍵決策的致

富 貨 幣  / 威 廉 . 希 爾 博 (William L. 

Silber)著 ; 朱崇旻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412 面; 21 公分 .-- (全球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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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 ISBN 978-957-08-626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貨幣史 2.CST: 經濟史 3.CST: 

美國  561.09  

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 瑞.達利歐(Ray 

Dalio)著 ; 陳儀, 鍾玉玨, 顧淑馨, 陳世

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3 .-- 

51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

29-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金融史 2.CST: 經濟史 3.CST: 

世界史  561.09  

(金融證照)債權委外催收人員專業

能力測驗(重點整理+模擬試題) / 王

文宏, 邱雯瑄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7-01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金融法規  561.2  

投資地球的未來 : ESG 的導航圖 / 台

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

訓院, 11104 .-- 300 面; 23 公分 .-- (經

營管 理系 列 ) .-- ISBN 978-986-399-

23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金融業 2.CST: 企業經營 

3.CST: 永續發展  561.7  

大賣空 : 祕密布局,等待時機 / 麥可.

路易士(Michael Lewis)著 ; 洪慧芳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早安財經文化有限

公司,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早

安財經講堂 ; 100) .-- ISBN 978-626-

95694-1-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金融危機 2.CST: 美國  

561.952  

中小學生理財養成詞典. 生活應用篇 

/ 朴貞炫作 ; 南炫智繪 ; 申旻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725-75-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理財 2.CST: 兒童教育 3.CST: 

通俗作品  563  

中小學生理財養成詞典. 知識學習篇 

/ 朴貞炫作 ; 南炫智繪 ; 申旻鑫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0725-74-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理財 2.CST: 兒童教育 3.CST: 

通俗作品  563  

全方位理財的第一堂課 : 你一生必

學的五大財務規畫 / 闕又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商戰 ; 

222) .-- ISBN 978-986-134-418-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全家人的幸福理財 : 從買屋到存股、

領終身月退俸的人生布局 / 莊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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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24 面; 21 公

分 .-- (愛生活 ; 64) .-- ISBN 978-626-

95743-5-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自動化理財 = Automate / 卡爾作 .-- 第

一版 .-- 新北市 : 零極限文化出版社, 

11103 .-- 192 面; 23 公分 .-- (財經誌 ; 

67) .-- ISBN 978-626-95911-0-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EXCEL(電腦程

式)  563  

把小錢滾成大財富 : 愈早看破愈早

財務自由的存錢迷思  / 班 .卡爾森

(Ben Carlson)作 ; 陳正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Big ; 384) .-- ISBN 978-626-335-22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3.CST: 儲蓄  

563  

物質上的理財達人 : 採不受限制隨

意記帳法是史無前例週曆運用法  / 

洪福隆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洪福隆, 

11104 .-- 1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32-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563  

致富本命 : 隱形富豪教我的 12 堂

「不缺」財商課,學會靠本業起家,用

斜槓投資致富 : 這才是你本該擁有

的人生! / 陳韋翰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4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42-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財富自由的整理鍊金術 : 斷捨離變

身金錢魔法,打造心靈 x 空間 x 時間

x 財務自由人生! / 整理鍊金術師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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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32-9498-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563  

最美好、也最殘酷的翻身時代 : 畢

德歐夫帶你掌握理財 5 大關鍵 / 畢德

歐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134-41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越痛快花錢,越能把錢留下來 : 不想

降低慾望,還想實現未來?你只需要

三個錢包 / 顏菁羚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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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6-20-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NFT 投資聖經 : 全面即懂的終極實戰

攻略,從交易、發行到獲利,掌握市值

破百億的元宇宙經濟商機 / 蔕安娜.

勞倫斯(Tiana Laurence), Seoyoung Kim

作 ; 林起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

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272 面; 21 公

分 .-- (Sasugas ; 51) .-- ISBN 978-986-

289-702-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563.146  

NFT 造富之鑰 : 數位經濟奇蹟新紀元 

/ 王晴天, 吳宥忠合著 .-- 新北市 : 華

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1-933-6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3.CST: 數位科技  563.146  

比特幣 : 你第一次就上手 / Dave C, 周

鵬飛, 任以能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4 .-- 24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615-510-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563.146  

以太,下一波贏家 : 第一本以太幣的

投資專書 / 吳紹綱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320 面; 21 公分 .-- (iRICH) .-- ISBN 

978-957-658-794-8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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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3.CST: 投資  563.146  

外匯交易的藝術  / 布蘭特 .唐納利

(Brent Donnelly)著 ; 黃嘉斌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496 面; 21 公分 .-- (寰宇

債 券 貨 幣  ; 467) .-- ISBN 978-626-

95352-3-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外匯交易 2.CST: 外匯投資 

3.CST: 投資分析  563.23  

自組 ETF 存股法,讓我滾出翻倍股利 : 

忙 碌 理科 工程 師打 造屬於 自 己的

ETF,月領 4 萬被動收入 / 吳宜勲(老

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84) .-- ISBN 

978-986-507-800-3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基金 2.CST: 投資  563.5  

投資交易心理戰 : 內建情緒 GPS,揪

出投資行為缺陷,讓你持續走在獲利

的路上 / 賈里德.坦德勒(Jared Tendler)

著 ; 曾婉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

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96 面; 21 公分 .-- (實用知識 ; 81) .-- 

ISBN 978-626-7089-53-8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投資心理學  563.5014  

*給工程師的第一本理財書 : 程式金

融交易的 118 個入門關鍵技巧 / 酆士

昌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077-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金融投資工具 2.CST: 投資分

析 3.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563.5029  

(金融證照)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

務 / 尹安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99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證券法規  563.51  

台商在非洲 : 政策、市場與挑戰 = 

Taiwan business people in Africa : 

policies, markets and challenges / 陳德

昇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

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224 面; 23 公分 .-- (論壇 ; 

26)(非洲研究系列 ; 1) .-- ISBN 978-

986-387-56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外投資 2.CST: 企業經營 

3.CST: 非洲  563.528  

160 張圖學會主升段操作法 : 主力剋

星教你如何抱緊半年,賺飽 5 倍價差 / 

麻道明作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

公司 , 11104 .-- 240 面; 23 公分 .-- 

(Money ; 54) .-- ISBN 978-986-5564-94-

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交易者思維的主力之戰 : 成為股市

20%超級贏家 / 江海著 .-- 新北市 : 大

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3

公分 .-- (Money ; 39) .-- ISBN 978-986-

5564-96-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抓住強勢股 : 打造股市印鈔機 / 黃世

聰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

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6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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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丁股票聖典之山川戰法全書 / 奧

丁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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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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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教你用 K 線當沖 : 強勢族群輕

鬆賺 / Johnny 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

化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3 公

分 .-- (money ; 38) .-- ISBN 978-986-

5564-9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政府採購法之實務 / 王國武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99-3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1.CST: 政府採購 2.CST: 公共財務法

規  564.72023  

政府採購法實用 : 廉政.透明.效能 = 

Applie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 

謝哲勝, 李金松合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640

面; 23 公分 .-- (台灣法學基金會叢書 ; 

11)(政府採購法叢書 ; 2) .-- ISBN 978-

957-511-710-8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政府採購 2.CST: 公共財務法

規  564.72023  

中華民國租稅制度與法規. 2022 年版 

/ 中國租稅研究會編輯 .-- 臺北市 : 中

國租稅研究會, 11105 .-- 2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8976-1-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租稅 2.CST: 稅制 3.CST: 稅法  

567  

最新稅法與實例解說 : 法律邏輯分

析與體系解釋 / 張進德編著 .-- 十

版 .-- 高雄市 : 冠恆諮詢顧問有限公

司 , 11103 .-- 冊  .-- ISBN 978-626-

95861-0-3 ( 上 冊 : 平 裝 ) NT$500 .-- 

ISBN 978-626-95861-1-0 (下冊: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稅法  567.023  

*公司節稅看圖一點通 / 峻誠稅務記

帳士事務所作 .-- 十六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 192 面; 21 公分 .-- (看圖跑機關系列 ; 

4) .-- ISBN 978-957-485-502-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節稅 2.CST: 營業稅 3.CST: 營

利事業所得稅  567.073  

別讓國稅局偷走你的所得 / 吳欣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1-937-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所得稅  567.21  

政治 

自由 : 民主的盟友或敵人?思考現代

社會的形成與危機  / 安娜琳 .狄金

(Annelien De Dijn)著 ; 陳雅馨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432 面; 23 公分 .-

- (人文 ) .-- ISBN 978-957-05-3414-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自由 2.CST: 公民權 3.CST: 民

主政治  570.112  

我為什麼反共 : 60 篇醍醐灌頂的學

人之思 / 殷海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

747-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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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政治思想 2.CST: 反共 3.CST: 

文集  570.7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 余英時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印刻文學 ; 680) .-- ISBN 

978-986-387-565-9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余英時 2.CST: 政治思想  

570.92  

台灣建國學 / 許慶雄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獨立作家, 11104 .-- 332 面; 23

公分 .-- (Do 觀點 ; 71) .-- BOD 版 .-- 

ISBN 978-626-95869-2-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家 2.CST: 文集 3.CST: 臺灣  

571.107  

民主政治制度的思考 / 施正鋒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新新臺灣

文化教育基金會, 11103 .-- 4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8099-5-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比較研究  

571.6  

*聆聽與療癒之路 : 政治暴力創傷療

癒服務工作手冊 = A journey to healing 

/ 王婉禎, 朱乃瑩, 何雪綾, 郭家明, 許

琬琳, 彭仁郁, 黃仲玄, 蔡昇倍, 魏瑄

慧作 ; 王增勇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03 .-- 

2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7-

89-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政治迫害 2.CST: 心理創傷 

3.CST: 心理治療  571.99  

兩岸新視野 : 撥除迷霧見台海 / 黃維

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

學 生 活 雜 誌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360 面; 21 公分 .-- (Canon ; 

33) .-- ISBN 978-986-387-55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臺灣政治  

573.09  

荒島傳習錄 / 毛昭綱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毛昭綱, 11104 .-- 3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9898-0 (精裝) 

普遍級  

1.CST: 國家考試 2.CST: 考試指南  

573.44  

民主臺灣與總統直選 / 財團法人台

灣研究基金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400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現

場 ; 318) .-- ISBN 978-626-335-197-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元首 2.CST: 選舉 3.CST: 臺灣

政治 4.CST: 文集  573.5521  

第 10 屆立法委員臺中市第 2 選舉區

缺額補選選舉實錄 / 臺中市選舉委

員會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

選舉委員會, 11103 .-- 15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7-91-3 (平裝附

光碟片) NT$230 普遍級  

1.CST: 立法委員 2.CST: 選舉 3.CST: 

臺中市  573.662  

監察院 91 周年特刊 = The Control 

Yuan 91th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 / 監

察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1104 .-- 6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19-14-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監察院  573.82  

中國制度「優」在哪裡? / 韓慶祥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龍 視 界 , 

11103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20-2-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國政治制度 2.CST: 社會主

義 3.CST: 中國大陸研究  574.1  

中國奇蹟是如何發生的? : 論中國道

路與中國話語 / 中央黨校專家工作

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龍視界, 

11103 .-- 39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20-1-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大陸研究 2.CST: 社會主

義 3.CST: 文集  574.1  

*台灣政治體制轉型之研究 : 以李登

輝總統領航為主(1988-2004) / 林崇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出版部, 11103 .-- 3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596-408-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李登輝 2.CST: 臺灣政治 

3.CST: 政治制度  574.33  

*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 / 余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 4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04-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政治文化 

3.CST: 發展危機 4.CST: 美國  

574.52  

鮭台 : 1986.05.01 鮭潮回台破黨禁 / 

洪哲勝紀念文庫編撰小組, 紐約台灣

研究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

版社,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6-19-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政黨 2.CST: 歷史 3.CST: 臺灣  

576.33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 4 : 有錢買不

到藥?得稀土者得天下?COVID-19 燒

掉東南亞千億人民幣?「綠色長城」

擋住全球沙漠化? / 亞歷克西斯.鮑茨

曼 (Alexis Bautzmann), 吉 雍 . 傅 蒙

(Guillaume Fourmont)主編 ; 林佑軒, 陳

郁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192 面; 

34 公分 .-- (地球觀 ; 73) .-- ISBN 978-

986-384-69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際政治 2.CST: 地緣政治 

3.CST: 國際關係 4.CST: 主題地圖  

578  

拜登上台一週年的台美中關係 / 施

正鋒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國

際研究學會, 11103 .-- 27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7485-7-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美國外交政策 2.CST: 臺美關

係 3.CST: 中美關係  578.52  

法律 

(初等考試)尹析老師的法學大意觀

念課 : 時事、圖解、思惟導引 / 尹析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25-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初等考試)法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了 / 

成宜編著 .-- 第十七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

99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初等考試)法學大意焦點速成 / 章庠

編著 .-- 第十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7-835-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法學  580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學研究成果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 黃枻茗, 張家

龍, 彭莞穜, 林柏翰, 孫于婷, 高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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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昭輝, 張珈瑄, 王資惟, 王守成, 賴

雅倫, 黃瀟穎, 呂巧文, 黃鈺婷, 胡豌

柔, 朱甄祥, 吳昭慧, 閻語喬, 謝明穎, 

朱泓宇, 蕭宗銘作 .-- 臺北市 : 銘傳大

學法律學院, 11103 .-- 40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8584-35-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教學研究 3.CST: 

文集  580.3  

銘傳大學追求高教卓越國際學術研

討會 : 2021 法學新知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 施秋蘭, 陳蕙君, 林榮詮, 

陳佳聖, 黃鈺慧, 吳珮君作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11103 .-- 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584-36-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法學 2.CST: 文集  580.7  

現代立憲主義人權保障的日本 / 胡

慶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105 .-- 40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511-711-5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日本憲法 2.CST: 憲政主義 

3.CST: 人權  581.31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民事類. 第 1

篇 : 雇主對勞工保護照顧義務之研

究 / 林宗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9-13-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民事類. 第 2

篇 : 共享經濟平台的勞務新關係-平

台業者與外送員的勞動關係 / 邱泰

錄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99-1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民事類. 第 3

篇 : 從兒童權利公約保障未成年子

女最佳利益探討善意父母原則於家

事事件之運用 / 李昆霖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1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9-15-

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民事類. 第 4

篇 : 分割共有物之實務研究 / 陳得利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 

11103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99-1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民事類. 第 5

篇 : 國內與涉外同性婚姻法制之運

作 / 劉奕榔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1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9-17-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民事類. 第 6

篇 : 公司重整制度之研究-以我國法

制及實務案例為中心 / 方楷烽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9-

1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民事類. 第 7

篇 : 民事裁判中的體系解釋-以類型

化為中心 / 王耀霆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6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99-19-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民事類. 第 8

篇 : 營業秘密損害賠償金額計算之

研究 / 陳正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9-20-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 第

10 篇 : 釋字第七七五號解釋後累犯

科刑之研究-運用人工智慧於一審判

決之量刑因子分析 / 王筑萱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9-31-

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 第

11 篇 :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各階段之

實踐心得與建議 / 許必奇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4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9-32-

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 第 1

篇 : 釋字第七七五號解釋後量刑程

序之研究 / 張宏節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1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99-2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 第 2

篇 : 不確定幫助故意之認定與適用-

以提供人頭帳戶門號案件為中心  / 

張文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

院, 11103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9-2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 第 3

篇 : 妨害性自主案件中「違反意願」

要件之認定 / 江哲瑋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99-24-2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 第 4

篇 : ICO 於我國金融治理及相關刑事

案例之研究 / 黃齡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9-2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 第 5

篇 : 重大刑事案件之量刑調查及辯

論之研究 / 黃建榮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1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499-2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 第 6

篇 : 兩公約前後法院量刑理由對死

刑相關案件的迴歸分析-以特別預防

因子與隱藏性因子為中心 / 許凱傑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 

11103 .-- 1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99-27-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 第 7

篇 : 釋字第 775 號解釋後累犯應何去

何從?-兼論量刑程序之研究 / 施志遠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 

11103 .-- 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99-2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 第 8

篇 : 探究內線交易之主觀要件-「知

悉」或「利用」爭議及其解決之道 / 

侯廷昌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

院, 11103 .-- 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9-2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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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 第 9

篇 : 少年保護處分多元轉換之研究 / 

陳毓幃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

院, 11103 .-- 1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99-3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行政類. 第 1

篇 : 行政訴訟之訴訟參加學理與實

務現況 / 林惠瑜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司法院, 11103 .-- 18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99-10-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行政類. 第 2

篇 : 法官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之研

究-兼論員工協助方案之功能 / 蕭一

弘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3 .-- 2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99-1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法律  582  

援經入律 : <<唐律疏議>>立法樞軸

與 詮 釋 進 路  = Quote classics into 

legislation : a study of "Tang Lu Shu Yi" 

/ 劉怡君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

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30 面; 

23 公分 .-- (漢學研究叢書.文史新視

界叢刊 ; 402015) .-- ISBN 978-986-478-

661-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唐律疏議 2.CST: 法規 3.CST: 

經學 4.CST: 學術研究 5.CST: 唐代  

582.141  

什麼是所有權 / 皮耶.約瑟夫.普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著  ; 蕭育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32 面; 21 公

分 .-- (經典名著文庫 ; 164) .-- ISBN 

978-626-317-739-0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所有權 2.CST: 社會學  

584.21  

寄生殺人 : 尼崎連續怪死事件的真

相 / 小野一光作 ; 李雨青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凌宇有限公司, 11104 .-- 

35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5891-0-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刑事案件  585.8  

提審之不法確定判決救濟 : 美國聯

邦人身保護令之借鏡 / 蔡羽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511-705-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審判 2.CST: 非常上訴 3.CST: 

比較研究  586.585  

行政訴訟法 / 陳清秀著 .-- 11 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9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

702-3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行政訴訟法  588.16  

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至 12 月 / 最高行政法院編

輯 .-- 臺北市 : 最高行政法院, 11103 .-

- 6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443-84-9 (精裝) 普遍級  

1.CST: 行政裁判 2.CST: 行政訴訟  

588.17  

版權誰有?翻印必究? : 近代中國作者、

書商與國家的版權角力戰 / 王飛仙

著 ; 林紋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400 面; 23 公分 .-- (歷史.中國史) .-- 

ISBN 978-957-05-3413-9 ( 平 裝 ) 

NT$560 普遍級  

1.CST: 著作權法 2.CST: 著作權保護 

3.CST: 社會史 4.CST: 中國  588.34  

臺灣檢察法鑑 : 皇華臺灣 鑠法薪傳 : 

臺灣高等檢察署 77 週年史實特刊. 

卷一 / 臺灣高等檢察署, 財團法人臺

灣更生保護會,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編著 .-- 臺北市 : 臺灣高等

檢察署, 11103 .-- 2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3-80-1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高等檢察署 2.CST: 歷史  

589.5  

臺灣檢察法鑑 : 皇華臺灣 鑠法薪傳 : 

臺灣高等檢察署 77 週年史實特刊. 

卷二 / 臺灣高等檢察署, 財團法人臺

灣更生保護會,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編著 .-- 臺北市 : 臺灣高等

檢察署, 11103 .-- 2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3-81-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高等檢察署 2.CST: 歷史  

589.5  

軍事 

漫畫戰略兵法 : 近代用兵思想入門 / 

田村尚也作 ; 許郁文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149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108-19-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用兵思想 2.CST: 軍事謀略 

3.CST: 漫畫  592.4  

影響世界歷史的 50 場戰爭 / 張彩玲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

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 432 面; 23 公

分 .-- (成功講座 ; 380) .-- ISBN 978-

986-392-453-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戰史 2.CST: 世界史  592.91  

胡璉與 18 軍戰史(國共內戰部分) / 萬

樂剛(源根), 謝宜璋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英出版社, 11104 .-- 4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22-0-3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國民革命軍 2.CST: 國共內戰 

3.CST: 戰史  592.92  

彰化縣歷史建築原福興外埔機場防

空砲台修復及再利用暨原福興外埔

機場周邊景觀普查計畫 / 賴意升計

畫主持 ; 王章凱協同主持 .-- 第一

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04 .-

- 4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73-62-4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軍事設施 2.CST: 防禦工程 

3.CST: 古蹟修護 4.CST: 機場 5.CST: 

彰化縣  595.2  

蘇聯超級軍武. 戰略武器篇 / 多田將

作 ; 蔡婷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

37-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武器 2.CST: 軍事裝備 3.CST: 

俄國  595.9  

*鷹揚臺海  : 中華民國空軍血淚史

(1949-1999) : 習賢德空軍資料紀念選

集 / 習賢德作 .-- 高雄市 : 磐石書房

有限公司, 11103 .-- 40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80314-2-5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空軍 2.CST: 歷史 3.CST: 中華

民國  598.809  

*諜變 : 美國史上最大宗間諜案秘辛 

/ 彼得.馬亞斯著 ; 杜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 2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69-57-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ted States) 

2.CST: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omitet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Soviet 

Union) 3.CST: 情報戰  599.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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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張蔭麟說文史 / 張蔭麟原著 ; 蔡登山

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4 .-- 326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626-7128-03-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張蔭麟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史學  601.99  

你 的 地 圖 會 說 話 ?WebGIS 與

JavaScript 的情感交織 / 廖炳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384 面; 23 公分 .-- (iT

邦幫忙鐵人賽系列書) .-- ISBN 978-

626-333-076-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地理資訊系統  609.029  

中國史 

中華通史. 第五卷 / 張玉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冊 .-- ISBN 978-626-

7130-01-8 (上冊:平裝) .-- ISBN 978-

626-7130-02-5 (中冊 :平裝 ) .-- ISBN 

978-626-7130-03-2 ( 下 冊 : 平 裝 ) .-- 

ISBN 978-626-7130-04-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610  

圖解中國史 : 城市的故事 / 米萊童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9-221-5 (精裝) 普遍

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課本上學不到的漫畫中國史 / 黃桑

編.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180-6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3.CST: 漫畫  610.9  

讀出歷史的內心戲. 2 : 七大面向解剖

千年中國史,從全景觀點重建歷史現

場,破解大時代與變局的關鍵密碼 / 

溫伯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606-

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中國斷代史 

左傳孔子時代之夢的解析 / 朱文章

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凱林國際教

育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9328-3-7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左傳 2.CST: 研究考訂  

621.737  

王莽代漢 : 祥瑞與天命,史上第一位

儒家皇帝和他的時代 / 張向榮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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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5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21-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王莽 2.CST: 傳記  

622.19  

歷史學家的管理學大師筆記 / 吳競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 

11105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908-4-1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貞觀政要 2.CST: 注釋  

624.11  

中國現代史綱 / 黃大受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08-6 (平裝) NT$560 普

遍級  

1.CST: 現代史 2.CST: 民國史  628  

毛澤東把地獄搬到了人間 : 炎黃子

孫在馬列子孫統治下的苦難記憶  / 

王修求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出

版,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82-9-7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文化大革命 2.CST: 人物志 

3.CST: 中國  628.75  

中國史料 

<<明熹宗實錄>>點校. 九(梁本四四~

四九卷) / 林燊祿點校 .-- 初版 .-- 新北

市 : 稻鄉出版社,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93-1-0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明熹宗 2.CST: 實錄  654.68  

中國地理 

歷代輿地沿革圖 / 楊守敬編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冊 .-- ISBN 978-957-

08-6289-8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史 2.CST: 歷史地圖  

669  

中國地方志 

逆天抗命 : 香港如何對世界上最大

的獨裁者說不 / 韋安仕(Stephen Vines)

著 ; 徐承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

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發行, 11104 .-- 576 面; 21 公分 .-- 

(左岸政治  ; 334) .-- ISBN 978-626-

95885-1-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香港問題 2.CST: 中國政治制

度 3.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673.8  

世界史地 

(全圖解)一張地圖秒懂世界史 : 從智

人遷移到氣候變遷,人類大歷史經典

地圖版! / 克里斯穹.葛塔魯(Christian 

Grataloup)著 ; 許雅雯, 李王瀚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648 面; 30 公分 .-- 硬殼

精裝紀念版 .-- ISBN 978-957-658-800-

6 (精裝) NT$250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地圖集  711  

世界史偵探柯南. 9, 馬雅文明的破解 

/ 青山剛昌原作 ; 谷仲津奈, 鹿賀滿漫

畫 ; 黃薇嬪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797-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文化史 3.CST: 

漫畫  711  

我們的世界歷史 / 洋洋兔編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103 .-

- 38 面; 24X23 公分 .-- ISBN 978-986-

452-421-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通俗作品  

711  

西元一千年 : 探險家連結世界,全球

化於焉展開  / 芮樂偉 .韓森 (Valerie 

Hansen)著 ;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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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392 面; 21 公分 .-- (歷史

與現場 ; 313) .-- ISBN 978-626-335-

16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中古史 3.CST: 

文明史  712.3  

1789 年 : 追求自由的時代 / 島田龍登

編 ; 廖怡錚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

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304 面; 21 公分 .-- (歷史的轉換期 ; 

8) .-- ISBN 978-957-05-3411-5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世界史  713  

橄欖油到蘋果酒 : 超市裡的歷史課 / 

王善卿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森海國

際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2

公分 .-- (人文系 ; 1) .-- ISBN 978-626-

95948-0-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世界史  713  

好奇心圖解大百科. 5, 世界探險 / 巴

斯卡.艾德林(Pascale Hedelin)作 ; 羅伯

特.巴伯尼(Robert Barborini), 班傑明.

貝庫(Benjamin Bécue), 皮耶 .凱利尤

(Pierre Caillou), 海 倫 . 康 佛 (Hélène 

Convert), 奧黛莉.維泰利(Aurélie Vitali)

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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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7051-33-7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地理 2.CST: 通俗作品  

716  

Skies beyond the well 井外的天空 : 澳

洲/紐西蘭/英國打工度假旅遊集 / 黃

文哲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

創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96-07-9 (平裝) 

NT$398 普遍級  

1.CST: 遊記  719  

那些單車旅行教我們的事 / 阿拉喜

(Alashi)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

文創有限公司, 11105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96-06-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腳踏車旅行 

3.CST: 旅遊文學  719  

亞洲史地 

朝鮮日常生活 : 與眾不同,住在世界

上 最 神 祕 國 家 的 兩 年  / 美 林 珠

(Lindsey Mill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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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24 面; 18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6-804-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北韓  

732.28  

大競逐 : 十九世紀英俄帝國中亞爭

霸戰 / 彼德.霍普克(Peter Hopkirk)著 ; 

李易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

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4 .-- 592 面; 23 公分 .-

- (黑盒子) .-- ISBN 978-626-95866-0-8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中亞史 2.CST: 國際政治 

3.CST: 國際關係  734.01  

絲路上的帝國 : 歐亞大陸的心臟地

帶 ,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中亞史  / 

Christopher I. Beckwith 著 ; 苑默文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552 面; 23 公分 .-

- (歷史大講堂) .-- ISBN 978-957-08-

626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亞史  734.01  

中亞手繪旅行 : 烏茲別克.吉爾吉斯 / 

張佩瑜圖.文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2

面; 22 公分 .-- (Life & Leisure.優遊) .-

- ISBN 978-957-08-6272-0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烏茲別克 3.CST: 

吉爾吉斯  734.59  

黑潮 : 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

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

難解對立 / 金姆.葛塔(Kim Ghattas)著 ; 

苑默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44 面; 21 公分 .-- (歷史與現場 ; 

317) .-- ISBN 978-626-335-165-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中東史 2.CST: 伊斯蘭教 

3.CST: 宗教與政治 4.CST: 沙烏地阿

拉伯 5.CST: 伊朗  735  

這才是以色列 : 揭露歷史謊言和神

話底下的以色列  / 伊蘭 .帕佩 (Ilan 

Pappé)著 ; 方昱和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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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Discourse ; 

111) .-- ISBN 978-626-318-245-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東史 2.CST: 中東問題 

3.CST: 國際衝突 4.CST: 巴勒斯坦 

5.CST: 以色列  735.01  

大吉嶺手繪旅行 / 張佩瑜圖.文 .-- 二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2 公分 .-- 

(Life & Leisure.優遊) .-- ISBN 978-957-

08-6271-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人文地理 3.CST: 

尼泊爾 4.CST: 印度  737.49  

*越南啟示錄 1945-1975 : 美國的夢魘、

亞洲的悲劇 / Max Hastings 著 ; 譚天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4 .-- 10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626-7129-09-8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越戰 2.CST: 戰史  738.3264  

臺灣史地 

西螺的勇士 / 黃漢偉, 楊朝傑文字 ; 

溫詩云畫 .-- [臺中市] : 豐饒文化社出

版 ; 雲林縣 : 財團法人台灣省雲林縣

西螺福興宮發行,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015-6-5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歷史故事 

3.CST: 繪本 4.CST: 雲林縣西螺鎮  

733.21  

台灣兵 : 重尋一段被歷史遺忘的血

淚青春 / 楊文喬, 吳博臻, 陳婉真, 陳

咨仰, 吳祝榮撰文 .-- 初版 .-- 臺北市 :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104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9-1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人物志 3.CST: 

口述歷史 4.CST: 第二次世界大戰  

733.28  

戰後台灣對外關係史論集 / 陳儀深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政治大學

政大出版社, 11104 .-- 24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670-3-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外交史 3.CST: 

文集  733.29  

民間私藏民國時期暨戰後臺灣資料

彙編. 行政法規篇 / 楊蓮福, 陳謙主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3 .-- 冊 .-- ISBN 978-

986-5600-59-4 (全套:平裝) NT$280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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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臺灣史 2.CST: 史料  733.292  

奧援者們 : 刺蔣風雲 / 吳清桂, 陳婉

真, 張敬業, 張安儂, 張夏翡, 康培德, 

廖建超, 鄭雅怡, 鄭自才著 .-- 初版 .-- 

彰化縣鹿港鎮 : 財團法人新北市四

二四教育基金會,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77-0-4 (平裝) 

NT$424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政治運動  

733.2923  

現代以色列  : 看百年台以關係  = 

Modern Israel state and it's relation with 

Taiwan / 蘇育平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魚籃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25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2867-8-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外交史 2.CST: 中華民國外交 

3.CST: 以色列  733.2925353  

秀姑巒溪流域的族群、產業與地方

社會 / 黃宣衛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1104 .-- 6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38-969-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社會發展 

3.CST: 秀姑巒溪  733.32  

*走進一座布農的山 / 郭彥仁(郭熊)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562-54-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生態旅遊  

733.6  

悠遊噶瑪蘭海岸 : 東北角暨宜蘭海

岸國家風景區宜蘭轄區生態解說專

書 / 陳子英, 袁孝維總編輯 .-- 新北市 :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11103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1-396-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態旅遊 2.CST: 解說 3.CST: 

臺灣遊記  733.6  

鐵馬漫騎日誌 / 李錫銘作 .-- 雲林縣

元長鄉 : 李錫銘, 11103 .-- 16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947-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腳踏車旅行  

733.6  

*正好住基隆 / 小歐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144-5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旅遊 2.CST: 人文地理 3.CST: 

基隆市  733.9/105.2  

蘭城密碼 : 阿芳的穿越時光 / 林正芳

著  .-- 宜蘭市  : 宜蘭縣文化協會 , 

11103 .-- 19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95881-0-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歷史 3.CST: 

宜蘭縣  733.9/107.4  

福利之鄉.煙囪之城 : 麥寮與六輕的

矛盾共生 / 陳瑞樺, 楊淳卉, 柯廷諭, 

陳震遠, 盧敬文, 羅景賢, 何孟樺, 魏

揚, 劉佳琪作 ; 陳瑞樺主編 .-- 一版 .-

- 新 北 市  : 群 學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4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477-7-0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社區研究 2.CST: 環境保護 

3.CST: 文集 4.CST: 雲林縣麥寮鄉  

733.9/123.9/133.5  

紀事下茄苳堡 : 臺南府城歷史情懷 / 

陳添壽著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方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71-

353-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人文地理 3.CST: 

臺南市  733.9/127.2  

在屏東與海約會的十種方式  = 10 

ways to get intimate with the ocean in 

Pintung / 張鐵志總編輯 .-- 初版 .-- 屏

東市 :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111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7-

1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海 2.CST: 旅遊 3.CST: 屏東縣  

733.9/135.6  

綠島旅懷 / 郭人仲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郭郭工作室, 11103 .-- 3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76-0-5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人文地理 3.CST: 

臺東縣綠島鄉  733.9/139.9/127.6  

歐洲史地 

希臘羅馬百科事典 : 透過近 400 張照

片檔案,回到兩大古文明的日常,看懂

古 典 文 化 歷 史  / 伊 莉 莎 白 . 懷 絲

(Elizabeth Wyse)作 ; 林芷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5 .-- 256 面; 26 公分 .-- (Sasugas ; 

56) .-- ISBN 978-986-289-708-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古希臘 2.CST: 古羅馬 3.CST: 

文明史  740.215  

世界劇場的觀眾 : 16 至 18 世紀導覽

指引中的羅馬城  / 王健安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212 面; 23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59-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西洋史 2.CST: 義大利羅馬  

740.24  

追求文明 : 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禮儀

與文明化 / 基思.托馬斯(Keith Thomas)

作 ; 梁永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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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4 面; 21 公分 .-- (courant ; 

10) .-- ISBN 978-626-310-220-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英國  741.3  

法國史 : 追尋往日榮光的高盧雄雞 / 

劉金源作 .-- 增訂三版 .-- 臺北市 : 三

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25-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法國史  742.1  

極簡法國史 / 福井憲彥作 ; 陳聖怡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

業有限公司, 11105 .-- 241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1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法國史  742.1  

王權劇場 : 中世紀法蘭西的慶典、

儀式與權力 / 陳秀鳳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08-6261-4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中世紀 2.CST: 法國史  

742.23  

法蘭西島漂流記 : 一個台灣太太的

新故鄉狂想曲 / 米香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人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344 面; 23 公分 .-

- (i 生活 ; 26) .-- ISBN 978-626-95972-

0-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民族文化 

3.CST: 法國  742.3  



62 

 

向加泰隆尼亞致敬 : 戰後英國文壇

五十大作家喬治.歐威爾,反極權主義

寫作起點,繁體中文譯本首度問市 / 

喬治.歐威爾著 ; 黎湛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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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作家與作品 ; 32) .-- ISBN 978-986-

262-542-2 (平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歐威爾(Orwell, George, 1903-

1950) 2.CST: 戰爭 3.CST: 回憶錄 

4.CST: 西班牙史  746.177  

美洲史地 

國父的真相 : 建立美國政治典範的

元勳,還原他們神壇下的真實人生 / 

高登.伍德(Gordon Wood)著 ; 梁文傑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美國學 ; 

13) .-- ISBN 978-626-7129-13-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美國史 2.CST: 傳記  752.1  

24H 夏威夷漫旅 / 橫井直子作 ; 沈俊

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01-549-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美國夏威夷  

752.799  

漫長的紀念 / 陳浪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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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2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840-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遊記 3.CST: 

美國  752.9  

加拿大西岸深度之旅(附:洛磯山脈、

自駕露營指南) / 海馬老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分有

限公司發行, 11104 .-- 22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16-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加拿大  753.9  

古巴人 : 非常年代的日常生活 / 安東

尼.迪帕瑪(Anthony DePalma)作 ; 楊芩

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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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480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旅行文學 ; MM1151) .-- ISBN 978-986-

0767-93-3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社會生活 2.CST: 報導文學 

3.CST: 古巴史  755.83  

非洲史地 

衣索比亞手繪旅行 / 張佩瑜圖.文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248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957-08-6270-6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衣索匹亞  

762.89  

傳記 

一個詩人的誕生 : 對他者的生命敘

事 / 何日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

6259-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傳記 3.CST: 採

訪  781  

智富思考 : 20 位商業鉅子小傳,帶你

從投資獲利到發家致富 / 喬有乾, 易

磊, 陳德洋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0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

626-332-293-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世界傳記 2.CST: 成功法  

781  

聖人養成記 : 歷代賢才的超凡脫俗 / 

韓明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HISTORY 系列 ; 

91) .-- ISBN 978-626-335-276-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中國  782.1  

鴻鵠志 : 十位英雄人物的行路與心

路 / 公孫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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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ViewPoint ; 

111)(公孫策說歷史故事 ; 9) .-- ISBN 

978-626-318-242-4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傳記 2.CST: 中國  782.1  

狀元養成記 : 歷代天才的金榜題名 / 

韓明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History 系列 ; 90) .-

- ISBN 978-626-335-275-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漫畫 3.CST: 中國  

782.24  

風雲金門.鄉訊人物. 5 / 陳永富作.攝

影 .-- 金門縣金寧鄉 : 陳永富, 11104 .-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

9943-7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福建省金門縣  

782.631/205  

蘇軾謫遷文學與佛禪之關係 / 施淑

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文豐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668 面; 21 公

分 .-- (人文新貴 ; 9) .-- ISBN 978-957-

17-332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宋)蘇軾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禪宗 4.CST: 傳記  782.8516  

段祺瑞重要謀士 : 曾毓雋回憶錄 : 附

<<段祺瑞秘史>> / 曾毓雋原著 ; 蔡登

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4 .-- 292 面; 21 公分 .-- (血

歷史 ; 216) .-- BOD 版 .-- ISBN 978-

626-7128-04-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曾毓雋 2.CST: 傳記 3.CST: 訪

談  782.882  

男裝麗人 : 川島芳子傳 / 上坂冬子著 ; 

黃耀進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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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9-10-4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川島芳子 2.CST: 傳記  

782.886  

周恩來衛士回憶錄 / 高振普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龍時代, 11104 .-- 344

面; 23 公分 .-- (人物館 ; EPM005) .-- 

ISBN 978-626-95819-0-0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1.CST: 周恩來 2.CST: 回憶錄 3.CST: 

中國  782.887  

稻盛和夫以佛法拯救破產日航的智

慧 : 有佛法就有辦法 / 王紫蘆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05 .-- 

416 面 ; 21 公 分  .-- ( 佛 法 實 踐  ; 

BUD11101) .-- ISBN 978-957-447-372-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稻盛和夫 2.CST: 企業家 

3.CST: 傳記 4.CST: 日本  7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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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拯救破產日航的勇氣與智

慧 : 寫給青年人的成功心法 / 王紫蘆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千出版社, 

11105 .-- 416 面; 21 公分 .-- (成功心

法 ; SUC11101) .-- ISBN 978-957-447-

37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稻盛和夫 2.CST: 企業家 

3.CST: 傳記 4.CST: 日本  783.18  

我在中國的兩年牢獄生活 : 從榮譽

大使變成服刑兩年的囚犯,在監獄裡

看清「閉嘴愛國」式的中國扭曲社

會。 / 史考特.李(Scott Lee)著 ; 楊筑

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

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Biz ; 395) .-- ISBN 978-626-7123-30-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李史考特 2.CST: 監獄 3.CST: 

回憶錄  783.28  

戰爭是殘忍的。愛與和平 / 鄭明析

作 ; 明言翻譯部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明人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 448 面; 23 公分 .-- 特別精華版 .-- 

ISBN 978-626-95749-1-9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鄭明析 2.CST: 回憶錄 3.CST: 

越戰  783.28  

千江有水千江月, 又名, 跑跳人生-之

投資理財篇 / 藍天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文學街出版社,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藍天人生系列 ; 5) .-- ISBN 

978-986-99580-4-2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人物志 

3.CST: 成功法  783.31  

張其昀、端木愷傳略 / 廖忠俊編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3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4-594-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張其昀 2.CST: 端木愷 3.CST: 

傳記  783.31  

遇見行道的一盞心燈 : 彌勒家園長

者生命故事 / 郭妍伶主編 .-- 初版 .-- 

高雄市 : 一貫道天皇學院一貫道學

系, 11103 .-- 1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232-1-4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臺灣傳記 2.CST: 長期照護  

783.31  

人生押對保,翻轉命運過得好 / 陳怡

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

團 凱 信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97-14-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推銷員 2.CST: 臺灣傳記  

783.32  

女力重生 / 李慶隆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社會心理

系列 ; 32) .-- ISBN 978-626-7014-50-9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女性傳記 2.CST: 臺灣傳記  

783.32  

虎衛長空 : 空軍 F-5E/F 任務人員訪

問紀錄 / 陳彥璋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11104 .-- 294

面; 21 公分 .-- (軍史 ; 51) .-- ISBN 978-

626-7080-25-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軍人 2.CST: 飛行員 3.CST: 訪

談 4.CST: 臺灣傳記  783.32  

村家味 : 竹簍飄香 60 年,從有機農場

到國際的三代女力故事 / 蘇雪莉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學文化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書房

Study ; 15) .-- ISBN 978-986-99494-8-4 

(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女性傳記 2.CST: 家族史 

3.CST: 臺灣  783.37  

郭孟揚思婿札記 : 葉盛吉傳與家族

記事 / 許雪姬, 王麗蕉主編 .-- 新北市 : 

國家人權博物館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 11104 .-- 44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575-6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葉盛吉 2.CST: 家族史 3.CST: 

臺灣傳記  783.37  

熱血青春 : 蔣渭水紀念文集 / 蔣朝根

著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

基金會, 11103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85-1-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蔣渭水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學術思想 4.CST: 社會運動 

5.CST: 文集  783.3884  

*<<鍥不舍齋薪傳錄>>附冊 : 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榮譽教授陳伯元(新雄)

先生學行錄 / 「陳新雄教授逝世十

週年紀念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

員會編輯小組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20 面; 23 公分 .-- (學術論文集叢書 ; 

1500023) .-- ISBN 978-986-478-625-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陳新雄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文集  783.3886  

Ari 帶著問號向前走 / 阿爆(阿仍仍)

著 ; 李郁淳採訪整理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People) .-

- ISBN 978-957-08-6268-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阿爆 2.CST: 排灣族 3.CST: 自

傳 4.CST: 臺灣  783.3886  

仁者之風範 : 魏廷朝口述歷史訪談

錄 / 譚宇權訪談.記錄 .-- 初版 .-- 桃園

市 : 譚宇權出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6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889-8 (平

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魏廷朝 2.CST: 訪談 3.CST: 口

述歷史  783.3886  

天惠薪傳 : 老點傳師成道十週年感

恩追思紀念冊 / 江永德總編輯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天惠道德文教基金

會, 11105 .-- 20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9288-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陳阿味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朱鏡宙詠莪堂全集 : 回憶錄, 夢痕記. 

下冊 / 朱鏡宙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 法 人 華 藏 淨 宗 弘 化 基 金 會 , 

11105 .-- 35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883-5-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朱鏡宙 2.CST: 傳記  

783.3886  

何碧燕校長編年簡傳 / 李郁周編 .-- 

臺北市 : 李郁周, 11103 .-- 1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92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何碧燕 2.CST: 校長 3.CST: 臺

灣傳記  783.3886  

*我改變了 / 高肇良口述 ; 周天觀執

筆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周大

觀文教基金會, 11103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047-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高肇良 2.CST: 戒毒 3.CST: 自

傳 4.CST: 臺灣  783.3886  

我的戰場在產房 : 從死亡中搶救新

生,熱血女醫的無國界救援記事 / 王

伊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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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27-3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王伊蕾 2.CST: 醫師 3.CST: 回

憶錄 4.CST: 臺灣  783.3886  

狂人保險日記 : 國泰狂人堅持守護

的愛與責任 / 廖鴻儒著 .-- 臺北市 : 誌

成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256 面; 21

公分 .-- (企管銷售 ; 51) .-- ISBN 978-

986-99302-8-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廖鴻儒 2.CST: 保險業 3.CST: 

保險仲介人 4.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往事不如煙 / 李吉安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雅 邦 設 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4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95915-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李吉安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破浪者哲學 : 船王趙錫成夫婦的人

生智慧 / 蕭容慧, 周慧玲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520 面; 23 公

分 .-- (社會人文 ; BBP469) .-- ISBN 

978-986-525-526-8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趙錫成 2.CST: 航運業 3.CST: 

傳記  783.3886  

荒遊一生 : 孫大強的人生隨筆 / 孫大

強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珠式實現

編集社,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49-0-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孫大強 2.CST: 回憶錄  

783.3886  

情報行旅 : 龎家均回憶錄之二 / 龎家

均作 .-- 初版 .-- 桃園市 : 龎家均 , 

11104 .-- 5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67-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龎家均 2.CST: 回憶錄 3.CST: 

情報  783.3886  

這輩子,演得最好的是自己 : 金鐘影

后王琄開啟人生第三幕的 32 道幽默

守則 / 王琄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10 面; 21 公分 .-- (People) .-- ISBN 

978-957-08-626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王琄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無煙硝的戰場 : 從威權到民主轉折

的國安手記 / 張榮豐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東 美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3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753-9-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張榮豐 2.CST: 回憶錄 3.CST: 

國家安全  783.3886  

新儒林外史 : 萬大使的官夢四十年 / 

萬家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05-68-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萬家興 2.CST: 外交人員 

3.CST: 回憶錄 4.CST: 臺灣  

783.3886  

漸失的夢. 入世篇(五年二班的回憶

錄 II) / 老傑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75-

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老傑克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續走未完路 / 毛善祥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屯出版社, 11104 .-- 1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629-3-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毛善祥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一位英國鴉片吸食者的告白 / 湯瑪

士.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著 ; 張

錦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97-4-

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德昆西(De Quincey, Thomas, 

1785-1859) 2.CST: 自傳 3.CST: 作家 

4.CST: 鴉片 5.CST: 藥物濫用 6.CST: 

英國  784.18  

鹽徑偕行 / 蕊娜.文恩(Raynor Winn)

作 ; 蕭寶森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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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272 面; 19 公分 .-- (野人家 ; 218) .-- 

ISBN 978-986-384-703-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文恩(Winn, Raynor.) 2.CST: 回

憶錄 3.CST: 英國  784.18  

普丁正傳 / 史蒂文.李.梅耶斯(Steven 

Lee Myers)作 .-- 2 版 .-- 新北市 : 好優

文化, 11104 .-- 5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61-8-0 (平裝) NT$699 普

遍級  

1.CST: 普丁(Putin, Vladimir 

Vladimirovich, 1952-) 2.CST: 傳記 

3.CST: 政治 4.CST: 俄國  784.88  

*葉爾欽革命手記 / 葉爾欽著 ; 汪仲, 

張定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

化有限公司, 11104 .-- 3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69-58-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葉爾欽(Yeltsin, Boris 

Nikolayevich, 1931-2007) 2.CST: 傳記  

784.88  

希臘怪物揚尼斯 : 不可思議的 MVP / 

米琳 .費德(Mirin Fader)著  ; 楊正磊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

公司, 11104 .-- 352 面; 21 公分 .-- (入

魂 ; 14) .-- ISBN 978-626-7092-21-7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阿德托昆波(Antetokounmpo, 

Giannis) 2.CST: 運動員 3.CST: 職業

籃球 4.CST: 傳記 5.CST: 希臘  

784.958  

用籃球挑戰人生柯比.布萊恩 : 從童

年到退休,超越極限和成就團隊的 24

種態度 / HBK(林聖淵)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認真生活 ; 11) .-- ISBN 

978-986-06783-8-3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布萊恩(Bryant, Kobe, 1978-) 

2.CST: 運動員 3.CST: 職業籃球 

4.CST: 傳記 5.CST: 美國  785.28  

狂野人生 : The North Face 創辦人搶

救巴塔哥尼亞荒原的瘋狂點子 / 強

納生.富蘭克林(Jonathan Franklin) ; 蕭

寶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17-4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湯普金斯(Tompkins, Douglas) 

2.CST: 傳記 3.CST: 環境保護 4.CST: 

美國  785.28  

彼得.杜拉克 : 跨越 20 世紀的一生 /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 ; 牧

野洋解說 ; 黃偉民譯 .-- 臺北市 : 博

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32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5673-0-0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杜拉克(Drucker, Peter 

Ferdinand, 1909-2005) 2.CST: 傳記  

7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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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外傳 / 戴爾.卡耐基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6-83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林肯(Lincoln, Abraham, 1809-

1865) 2.CST: 傳記  785.28  

林肯的幽默與智慧 / 任仲倫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3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林肯(Lincoln, Abraham, 1809-

1865) 2.CST: 傳記  785.28  

研究邊彊的邊緣人 : 歐文.拉鐵摩爾

和他與西方主流學術脈絡的疏離  / 

廖德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

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

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11103 .-- 30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2-83-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拉鐵摩爾(Lattimore, Owen) 

2.CST: 學術思想 3.CST: 中國學 

4.CST: 西洋文化 5.CST: 邊疆問題  

785.28  

酒店開門之前 : 卜洛克的作家養成

記 /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

作 ; 劉麗真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

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卜洛克作

品系列 ; 5) .-- ISBN 978-626-315-100-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卜洛克(Block, Lawrence.) 

2.CST: 作家 3.CST: 傳記 4.CST: 美國  

785.28  

從前有個海倫.凱勒 / 久久出版工坊

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6

公分 .-- (漫畫名人很有事 ; 2) .-- ISBN 

978-626-313-040-1 (精裝) 普遍級  

1.CST: 凱勒(Keller, Helen, 1880-1968)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4.CST: 美國  

785.28  

Sydney Brenner 西德尼.布瑞納 : 基因

巨擘的科學人生 / Lewis Wolpert 整理 ; 

Errorl C. Friedberg, Eleanor Lawrence 編

著 ; 林吟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

灣大學發行, 11103 .-- 22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50-579-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科學家 3.CST: 分

子生物學  786.818  

*金門歐陽氏族譜. 第二輯 / 歐陽金垵

總編輯 .-- 金門縣金城鎮 : 財團法人

金門縣歐陽氏基金會, 11103 .-- 81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84-0-4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歐陽氏 2.CST: 族譜 3.CST: 福

建省金門縣  789.2  

*梁氏族譜 :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田

頭仔聚落梁氏綿延錄 / 田頭仔全體

宗親總編輯 .-- 初版 .-- 高雄市 : 梁栢

楦, 11104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931-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梁氏 2.CST: 族譜  789.33  

陳蔡族譜 : 大湖八十佃 / 陳榮忠總編

輯 .-- [宜蘭縣員山鄉] : 祭祀公業法人

宜蘭縣陳軸, 11103 .-- 33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856-0-1 (精裝) 

普遍級  

1.CST: 陳氏 2.CST: 族譜  789.33  

文物考古 

西螺福興宮 : 嘉慶年款翹首供桌研

究  = Xiluo Fusing Temple : credence 

table / 李建緯, 楊朝傑, 吳盈君著 .-- 

[臺中市] : 豐饒文化社出版 ; 雲林縣

西螺鎮 : 財團法人台灣省雲林縣西

螺福興宮發行, 11104 .-- 1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6015-5-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文物研究 2.CST: 文物保存維

護 3.CST: 民俗文物 4.CST: 雲林縣  

790.3  

西螺福興宮 : 太平媽南投陶香爐研

究  = Xiluo Fusing Temple : Nantou 

pottery / 盧泰康, 李建緯著 .-- [臺中

市] : 豐饒文化社出版 ; 雲林縣西螺

鎮 : 財團法人臺灣省雲林縣西螺福

興宮發行, 11104 .-- 19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06015-4-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文物研究 2.CST: 文物保存維

護 3.CST: 民俗文物 4.CST: 雲林縣  

790.3  

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研究 = 

Taiping Matzu / 李建緯, 楊朝傑, 林仁

政作 .-- [臺中市] : 豐饒文化社出版 ; 

雲林縣西螺鎮 : 財團法人臺灣省雲

林縣西螺福興宮發行, 11104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015-7-2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文物研究 2.CST: 文物保存維

護 3.CST: 民俗文物 4.CST: 雲林縣  

790.3  

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研究  / 

李建緯, 楊朝傑, 柯光任, 吳盈君著 .-- 

[臺中市] : 豐饒文化社出版 ; 雲林縣

西螺鎮 : 財團法人臺灣省雲林縣西

螺福興宮發行, 11104 .-- 18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06015-8-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文物研究 2.CST: 文物保存維

護 3.CST: 民俗文物 4.CST: 雲林縣  

790.3  

全國民俗文物精華收藏展 = National 

Folk Arts and Cultural Relics Exhibition 

/ 賴睿璿策展 .-- 臺中市 : 于寶紅國際

藝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74-0-

7 (精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古器物 2.CST: 民俗文物 

3.CST: 文物展示  791.3  

全國民俗文物精華收藏專集  = A 

collection of traditional eastern folk arts 

and relics / 賴睿璿策展 .-- 臺中市 : 于

寶紅國際藝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874-1-4 (精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古器物 2.CST: 民俗文物 

3.CST: 文物展示  791.3  

綜合甲骨文、金文、楚簡 字典與釋

例 / 孫啟峯作 .-- 初版 .-- 新竹縣竹東

鎮 : 華筑企業社, 11104 .-- 9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58-0-8 (平裝) 

NT$2400 普遍級  

1.CST: 假骨文 2.CST: 金文 3.CST: 字

典  792.2044  

玉文化論叢 . 八 = Treatises on jade. 

vol.8 / 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眾志美術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54 面; 26 公

分 .-- (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玉文化

論叢系列 ; 8) .-- ISBN 978-986-95338-

2-9 (平裝) NT$1400 普遍級  

1.CST: 古玉 2.CST: 文集  794.407  

敦煌講經文與藝術之研究 / 劉靜宜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4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526-196-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敦煌學 2.CST: 佛經 3.CST: 佛

教藝術  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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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多 面 向 第 二 語 言 習 得 理 論  = The 

many faces of language in language 

learning : implications for SLA theories 

and pedagogy / 陳振宇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184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系列)(華

語文與科技系列 ; 3) .-- ISBN 978-957-

511-707-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語言學習  

800.3  

英 文 字音 義探 源 - 來祈 光  = Bright 

LEXICON / 蔡秋來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3 .-- 冊 .-- 

ISBN 978-986-314-595-0 (全套:平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比較語言學  801.5  

學科主題漫談. I / 張瑛, 陳慶萱, 蘇文

鈴, 李明懿, 林宛蓉, 李菊鳳, 范美媛

編寫 .-- 初版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

學出版中心出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228

面; 26 公分 .-- (學術華語漫談系列) .-

- ISBN 978-986-5659-42-4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語文教學  

802.03  

學術聽與說. I : 演講入門 / 李明懿, 陳

慶萱, 蔡愷瑜編 .-- 初版 .-- 桃園市 :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4 .-- 148 面; 26 公分 .-- (學術

華語發表系列) .-- ISBN 978-986-5659-

41-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語文教學 

3.CST: 演說  802.03  

辨別成語錯別字 / 王淑華作 .-- 新北

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071-62-5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錯別

字  802.183  

少年讀成語故事. 3, 人物篇 / 邱昭瑜

著 ; 官月淑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5-555-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通俗

作品  802.1839  

少年讀成語故事. 4, 動作篇 / 邱昭瑜

著 ; 許書寧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5-556-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通俗

作品  802.1839  

少年讀成語故事. 5, 地理篇 / 邱昭瑜

著 ; 官月淑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25-557-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通俗

作品  802.1839  

看成語故事學造句 / 人類文化編輯

部作 .-- 四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66-3 (平裝) 

NT$19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通俗

作品  802.1839  

看故事學成語 / 嚴歡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103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2-422-

8 (第 1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通俗

作品  802.1839  

詳解國語辭典 / 世一文化字典編輯

群編著 .-- 修訂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1280 面; 19 公分 .-- (中文字典系列 ; 

39) .-- ISBN 978-626-313-039-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802.3  

漢文與東亞世界 : 從東亞視角重新

認識漢字文化圈 / 金文京作.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284

面; 21 公分 .-- (衛城 Beyond ; 35) .-- 

ISBN 978-626-7052-30-3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聲韻 3.CST: 東亞

史  802.49  

(初等考試)搶救初考國文特訓 / 徐弘

縉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6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33-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弟子規著色本. 初級二 .-- 初版 .-- 臺

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11105 .-- 28 面; 33X23 公分 .-- (兒童

學經典)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95758-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弟子規 2.CST: 蒙求書 3.CST: 

漢語 4.CST: 讀本  802.81  

弟子規著色本. 初級三 .-- 初版 .-- 臺

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11105 .-- 28 面; 33X23 公分 .-- (兒童

學經典)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95951-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弟子規 2.CST: 蒙求書 3.CST: 

漢語 4.CST: 讀本  802.81  

好學五十音字帖(寂天雲隨身聽 APP) 

/ 葉平亭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17-

6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音 3.CST: 假名  

803.1134  

365 天,天天用得到的生活必備日文

單字 / 清水裕美子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不求人文化, 

11104 .-- 54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626-95599-2-3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803.12  

日本語+韓國語還沒學就會 3800 字 : 

和中文意思一模一樣的日文、韓文

漢字大全!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金

龍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山田社日韓大全 ; 1) .-- 

ISBN 978-986-246-688-9 (平裝附光碟

片) NT$418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韓語 3.CST: 詞彙 

4.CST: 漢字  803.12  

短,才是王道!「60 字法則」商用日

語文章術 / 田口真子作 ; 林農凱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 (EZ Japan 樂學 ; 28) .-- ISBN 978-626-

7089-50-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寫作法  803.17  

元氣日語. 初級 / 本間岐理, 郭建甫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

公司, 11105 .-- 192 面; 26 公分 .-- (日

語學習系列  ; 62) .-- ISBN 978-986-

5560-65-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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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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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3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4-48-3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一番!好學日語生活會話(寂天雲隨

身聽 APP 版) / 田中結香著 ; 李喬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00-121-3 (20K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全圖解、10 倍速日語會話 / Ebidora

著 ; 林璟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易

富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51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07-187-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會話  803.188  

JLPT 新日檢 N3 一本合格 / Hackers

日本語學院著 ; 關亭薇, 劉建池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8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89-51-4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一定會考的 JLPT 日檢 N1 選擇題

1,000 : 高效能、高報酬、新日檢快

速過關! / 山口廣輝, 吳沛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753-5-0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日檢 N2 全方位攻略解析(寂天雲隨

身雲 APP 版) / 金男注著 ; 洪玉樹, 黃

曼殊, 彭尊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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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

分 .-- (日檢智庫 QR code ; 10) .-- ISBN 

978-986-246-686-5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9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超高命中率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

(單字、聽力)N4 / 吉松由美, 田中陽

子, 西村惠子, 千田晴夫, 大山和佳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440 面; 21 公分 .-- (捷進日

檢 ; 9) .-- ISBN 978-986-246-687-2 (平

裝附光碟片) NT$51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新日檢 N3 言語知識(文字.語彙.文法)

全攻略(QR Code 版) / 余秋菊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3 公分 .-- (檢定攻略

系列 ; 71) .-- ISBN 978-986-5560-67-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新制對應版日本語單字分類圖像辭

典 N1,N2,N3,N4,N5 單字分類辭典 : 

從零基礎到考上 N1 日語自學就靠這

一本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惠子, 

千田晴夫 ,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6 .-- 848 面; 21 公

分 .-- (日檢大全 ; 52) .-- ISBN 978-986-

246-690-2 (平裝附光碟片) NT$669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隨看隨聽朗讀 QR Code 實戰 Plus 版

新制對應絕對合格 !日檢必背單字

N5 / 小池直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日檢智庫 QR 碼 ; 

21) .-- ISBN 978-986-246-689-6 (平裝

附光碟片) NT$31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初級韓語會話課 / 朴永美編著 .-- 新

北市 : 哈福企業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韓語系列 ; 19) .-- 

ISBN 978-626-95576-7-7 (平裝附光碟

片) NT$349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會話  803.288  

一次學會基礎越南語 / 尹善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54-214-7 (平裝) NT$379 普遍級  

1.CST: 越南語 2.CST: 讀本  803.798  

我的第一本圖解印尼語單字 / 王耀

仟(Bob Justin Wangsajaya)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5 .-- 

3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

215-4 (平裝) NT$720 普遍級  

1.CST: 印尼語 2.CST: 詞彙  

803.9112  

AMIGO 西 班 牙 語 . A2 : Español 

Lengua Extranjera / José Gerardo Li 

Chan( 李 文 康 ) 著  ; Esteban Huang 

Chen(黃國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104) .-- 

ISBN 978-986-5560-66-9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西班牙語 2.CST: 讀本  

804.78  

我的第四堂西語課 / 游皓雲, 洛飛南

(Fernando López)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6 公分 .-- (外語學習 ; 105) .-- ISBN 

978-986-5560-70-6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西班牙語 2.CST: 讀本  

804.78  

我的第一本線上平台萬用英文 / 陳

裕河著 ; 許竹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5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4-211-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商業英文 2.CST: 商業書信  

805.1  

英語日記 BOY : 用英語日記追逐海

外夢想、成就斜槓人生!不用花大錢

也能學好英語的高效自學法 / 新井

リオ著 ; 林農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EZ talk) .-

- ISBN 978-626-7089-78-1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學習方法  805.1  

英語帝國 : 從部落到全球 1600 年 / 李

亞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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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0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89-707-2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歷史  8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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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字源單字大全 : 系統化字首、

字根、字尾一目瞭然,比市面上大多

數同類書籍更有效率記憶及擴充單

字量! / Hackers Academia 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5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

216-1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終於不再靠死背!英文字根、字首、

字尾單字大全 / 蔣爭著 .-- 三版 .-- 臺

北 市  : 笛 藤 出 版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5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710-850-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跟著無尾熊學好英文 : 圖像式學習

英文細微差異語感 / 無尾熊學校著 ; 

李雅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728-4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3.CST: 學習

方法  805.12  

詞源 : 漫步在英語詞彙之間,追溯環

環相扣的隱密源流  / 馬克 .福賽斯

(Mark Forsyth)作 ; 廖亭雲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Common ; 64) .-- ISBN 978-

986-5562-6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源學 3.CST: 

English language  805.121  

超自然拼讀®. 首冊, 母音篇子音篇 = 

MI® phoEnics® handbook / 李佳蒨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雙母語

學殿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5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91-1-2 (精

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發音 3.CST: 語音  

805.14  

考遍天下無敵手英文文法大全 / 王

筱筑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

教育集團不求人文化, 11105 .-- 512 面; 

23 公分 .-- 全新修訂版 .-- ISBN 978-

626-95599-3-0 (精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拆解英文句子學文法 / 尹尚遠, 張莎

拉作 .-- 三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56-4 (平裝) 

NT$64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英文文法不小心就學會了 / 何維綺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 (全民學英文 ; 64) .-- ISBN 978-626-

95467-9-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英文文法魔法書  / 朴魯薇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1-57-1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3.CST: 句法  

805.16  

精英文法 : Elite English grammar / 陳

家祥著 .-- 初版 .-- 桃園市 : 陳家祥, 

11104 .-- 5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6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高中英文句型學測中譯英高分總攻

略 = Translating using common patterns 

/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1-

651-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句法 3.CST: 翻譯  

805.169  

四技二專統測英文應考必讀攻略+5

回模擬試題(詳解本) / 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216 面; 26 公分 .-

- (升科大四技二專系列  ; I06-2) .-- 

ISBN 978-626-95676-8-3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打造英文閱讀核心素養力. 3 : 108 課

綱大考混合題型攻略(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Owain Mckimm, Shara Dupuis

著 ; 黃詩韻, 蔡裴驊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16-9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科技英文導讀 = Selective readings i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 李開偉編

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3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8-116-5 ( 平 裝 ) 

NT$4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科學技術 3.CST: 

讀本  805.18  

英文閱讀素養訓練課 : 童話寓言故

事(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 著 ; 陳怡靜, 

彭尊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22-

0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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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8-6267-

6 (上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專業醫護英文(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著 ; 劉嘉

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19-0 

(20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醫學 3.CST: 讀本  

805.18  

外商.百大英文面試勝經(MP3 數位下

載版) / 薛詠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1-2-9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3.CST: 面試  

805.188  

生活英語這樣學才有效 : 先聽說再

讀寫的刻意練習  / 顧曰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

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7-12-0 (平

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我的第一本英語會話 / 施孝昌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英語通 ; 14) .-- ISBN 978-

986-5544-83-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商務英語溝通力 UP : 職場必學情境

會 話 課 ( 寂 天雲 隨 身聽 APP 版 ) / 

Michelle Witte 作 ; 李璞良譯 .-- 臺北

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00-11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英文 2.CST: 會話  

80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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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模擬英語會話 : 用學過的英文

速效提升英語力  / 顧曰國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

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7-13-7 (平

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這本口語最好說!英文滿分筆記,劍橋

高材生來教你口語會話 / Nick Stirk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68 面; 23 公

分 .-- (原來如此 ; E257) .-- ISBN 978-

626-7116-03-6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

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辦公室英語會話必勝課 : 職場溝通

即 戰 力 ( 寂 天雲 隨 身聽 APP 版 ) / 

Michelle Witte 著: 謝雅婷, 劉嘉珮, 黃

詩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00-115-2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商業英文 2.CST: 會話  

805.188  

雅思單字聖經 / Amanda Chou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考

用英語系列  ; 38) .-- ISBN 978-626-

95434-5-8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詞彙  805.189  

TOEFL 托福文法與構句 / 李英松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李昭儀, 11106 .-- 

冊 .-- ISBN 978-957-43-9951-2 (中冊:

平 裝 ) NT$420 .-- ISBN 978-957-43-

9952-9 (下冊: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托福考試 2.CST: 語法  

805.1894  

New TOEIC 7 大題型拿滿分秘技 =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Holly Lin, Kathy Chyu 教材編撰 .-- 三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ISBN 978-986-441-650-

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New TOEIC TEST 多益單字群超強串

記 3000 / 成重壽作 ; 林敬蓉, 邱香凝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532-604-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全新制 20 次多益滿分的怪物講師

TOEIC 多益單字+文法 / 怪物講師教

學團隊(台灣)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我 識 出 版 教 育 集 團 - 不 求 人 文 化 , 

11104 .-- 576 面; 19 公分 .-- 隨身版 .-- 

ISBN 978-626-95599-1-6 (平裝附光碟

片) NT$399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3.CST: 

語法  805.1895  

決勝新制多益 : 聽力閱讀 6 回模擬試

題(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Kim dae 

Kyun 著 ; 蔡裴驊, 林玉珊, 關亭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5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00-113-8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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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18-3 (16K 平裝) 普

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實戰新多益 : 全真模擬題本 3 回 / 

SIWONSCHOOL LANGUAGE LAB

著 ; 戴瑜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

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4-7423-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古埃及文字典 = Fox concise Egyptian 

hieroglyphic-Chinese dictionary / 薛良

凱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11104 .-- 204 面; 19 公分 .-- (釀語言 ; 

15) .-- 簡明版;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648-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古埃及語 2.CST: 字典  

807.4131  

用阿拉伯語說臺灣文化 / 傅怡萱, 馬

穆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

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

- (繽紛外語 ; 108) .-- ISBN 978-986-

5560-69-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阿拉伯語 2.CST: 讀本 3.CST: 

臺灣文化  807.88  

文學 

戳穿黑色的寂靜蹤跡 : 烏克蘭戰爭、

文藝歷史與當下  / 鄧小樺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一八四一出版有限公

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56-2-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文學與戰爭 2.CST: 文藝思潮 

3.CST: 世界文學 4.CST: 烏克蘭  

810.75  

闇黑論文寫作 = The book of writing 

research works / 方偉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72-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論文寫作法  811.4  

漢西翻譯面面觀  : 理論與實踐  = 

Traducción Chino-Español : teoría y 

práctica / 陸孟雁著 .-- 三版 .--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1105 .-- 496 面; 

23 公分 .-- (專業叢書 ; TS0032) .-- 

ISBN 978-626-7032-12-1 ( 平 裝 ) 

NT$780 普遍級  

1.CST: 翻譯學  811.7  

孤獨,寂寞的解藥 : 從吳爾芙、愛默

生到濟慈、梅內爾,15 位大師告訴你

安 靜 獨 處 的 力 量  / 薩 克 里 . 席 格

(Zachary Seager)著 ; 韓絜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0-86-8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13.4  

勇敢女孩 Brave girl : 安妮日記&海倫.

凱勒 / 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 海倫.

凱勒(Helen Keller)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目川文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196 面; 20 公分 .-- (典藏文

學 ; 5) .-- ISBN 978-626-95946-2-7 (精

裝) NT$680 普遍級  

 815.9  

*思辨與追尋 : 兒童文學論集 / 黃雅

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出

版有限公司, 11103 .-- 366 面; 23 公

分 .-- (親師教育) .-- ISBN 978-986-

06539-6-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兒童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815.92  

跨界.成長.間/介 : 當代兒童文學研究

思潮 = Border-crossings, coming-of-age, 

and in-between : contemporary trend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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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literature research / 吳玫瑛, 

古佳艷主編 ; 古佳艷, 吳玫瑛, 黃惠玲, 

陳聿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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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9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635-67-1 (精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兒童文學 2.CST: 文學評論 

3.CST: 文集  815.9207  

三分鐘床邊故事  / Grimm Brothers, 

Gharles Perrault, Aesop 作 .-- 四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冊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71-48-9 ( 第 3 冊 : 精 裝 ) 

NT$200 .-- ISBN 978-626-7071-49-6 (第

4 冊:精裝) NT$200 普遍級  

1.SHTB: 童話--3-6 歲幼兒讀物 

2.SHTB: 寓言--3-6 歲幼兒讀物  

815.93  

晨讀 10 分鐘 : 文學大師短篇名作選 / 

納撒尼爾.霍桑, 蒂莫西.謝伊.亞瑟, 威

廉.馬區, 居伊.德.莫泊桑, 泰戈爾, 屠

格涅夫, 西雅圖酋長, 托爾斯泰, 馬丁.

路德.金恩, 狄更斯, 路伊吉.皮藍德羅, 

羅伯特.封登, 威廉.薩莫塞特.毛姆, 史

蒂芬.克蘭, 沙奇, 奧亨利, 契訶夫, 葛

列格里奧.洛佩斯.伊.富恩特斯作 ; 張

子樟, 陳紹鵬, 陳瀅如, 任溶溶, 許妍

飛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05-5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15.96  

中國文學 

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 / 陳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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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84 面; 21 公分 .-- (學術研究

叢刊 ; 12) .-- ISBN 978-986-350-592-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明代文學 2.CST: 散文 3.CST: 

文學評論  820.9506  

危言盛世 : 中國當代長篇小說歷史

敘事(2000-2015) / 賴佩暄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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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456

面; 21 公分 .--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

刊 ; 153) .-- ISBN 978-986-350-595-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中國當代文學 2.CST: 中國小

說 3.CST: 文學評論  820.97  

紅樓夢後 : 清代中期世情小說研究 / 

胡衍南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15-4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清代小說 2.CST: 言情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820.9707  

都說際遇難逢 : 朱玉昌的古典詩詞

新詮 / 朱玉昌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知識叢

書 ; 1112) .-- ISBN 978-626-335-279-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中國詩 2.CST: 詩評  821.8  

詩詞素養課 / 陳正治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105 .-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

892-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詩詞 2.CST: 中國古典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821.886  

中國文學總集 

屈復<<唐詩成法>>點校本 / 陳美朱

點校 .-- 初版 .-- 臺南市 : 成大出版社, 

11107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5635-66-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31.4  

大學國文 / 向鴻全, 吳碩禹, 李姿儀, 

李宜涯, 林淑瑩, 周文鵬, 柳玉芬, 梁

竣瓘, 陳正婷, 陳康芬, 曾陽晴, 戴子

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73-4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讀本  836  

中國文學別集 

品味大師的簡單生活藝術指南 / 李

漁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4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908-3-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47.2  

敦煌 : 變文與農業 / 王柏鐺編著 .-- 初

版 .-- 雲林縣虎尾鎮 : 神農廣播雜誌

社, 11104 .-- 208 面; 22 公分 .-- (神農

廣播文學叢書 ; 61) .-- ISBN 978-626-

95475-0-0 (平裝) 普遍級  

 848.6  

冰心作品集 / 冰心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22-0-

4 (平裝) 普遍級  

 848.7  

吳其昌文存 / 吳其昌原著 ; 蔡登山主

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05 .-- 282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218)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

06-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48.7  

我心歸隱處 / 關子尹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21-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48.7  

尋找童年的夢 : 詩歌攝影集 / 蕭霖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5 .-- 16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05-70-2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848.7  

韓牧文集 / 何思撝(韓牧)作 .-- 臺北

市 : 獵海人, 11104 .-- 冊 .-- ISBN 978-

626-95657-3-3 (上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626-95657-4-0 (下冊:平裝) 

NT$450 普遍級  

 848.7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一場海子詩歌與路加福音的對話  : 

中國人的回家之路與耶穌基督的關

係 / 楊曉莉著 ; 楊曉莉, 鄒旭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基督教文藝出

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360 面; 23 公分 .-

- (基督宗教文藝叢書 ; 1) .-- ISBN 978-

986-6131-7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海子(Haizi, 1964-1989.) 2.CST: 

中國詩 3.CST: 詩評 4.CST: 路加福音 

5.CST: 跨文化研究  851.487  

長夏之詩 / 陳志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32 面; 21 公分 .-- (新人

間 ; 349) .-- ISBN 978-626-335-218-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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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 / 湯顯祖著 ; 邵海清校注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4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28-1 (平裝) 普遍級  

 853.6  

人間好玩 / 蔡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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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06-388-7 (平裝) 

普遍級  

 855  

拚命無恙 / 林夕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港商亮光文化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11104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445-3-0 ( 平 裝 限 定 版 ) 

NT$550 普遍級  

 855  

狐狸讀書 : 董啟章讀書隨筆集. 一 / 

董啟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

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學 ; 699) .-- 

ISBN 978-986-323-451-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55  

故園農事 / 黃孝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270 面 ; 23 公 分  .-- ( 文 化 中 國  ; 

CCE01) .-- ISBN 978-986-388-156-8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855  

深山夏牧場 / 李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東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935-0-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55  

憶鵝湖 : 歷史、文化、山川、人物

與農村的斷想 / 程兆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 200 面; 21 公分 .-- (程兆熊作品集 ; 

5) .-- ISBN 978-626-7134-10-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6.286  

給高三女生的信 / 采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5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5-67-2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56.287  

*山海經神獸圖鑑 : 讀懂神獸的由來

與象徵 / 方佳翮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風和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103 .-- 228

面; 35 公分 .-- ISBN 978-626-95383-4-

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山海經 2.CST: 注釋  857.21  

嘿,小傢伙 / 溫酒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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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809-1 (平裝) 普遍級  

 857.63  

亡靈女巫逃亡指南 / 魔法少女兔英

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

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74-96-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千金養豬成首富 / 米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 384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18601) .-- ISBN 978-986-527-481-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7.7  

千門. 一, 千門之門 / 方白羽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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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398-6 (平裝) 普遍級  

 857.7  

千門. 二, 千門之花 / 方白羽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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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

399-3 (平裝) 普遍級  

 857.7  

女法醫穿越日常 / 左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18501-

E118505) .-- ISBN 978-986-527-475-7 

(卷 1: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

527-476-4 (卷 2: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477-1 ( 卷 3: 平 裝 ) 

NT$290 .-- ISBN 978-986-527-478-8 (卷

4: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

479-5 (卷 5: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中醫許陽 / 唐甲甲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 冊 .-- ISBN 978-626-311-718-1 (第 1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626-

311-719-8 (第 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20-4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21-1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722-8 (第 5 冊:平裝) NT$180 普遍

級  

 857.7  

心毒. 1, Case001 : 紅顏 / 初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39-7-4 (平裝) .-- ISBN 978-

626-95988-5-4 (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

遍級  

 857.7  

可愛多少錢一斤 / 棲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4 .-- 冊 .-- 

ISBN 978-986-506-392-4 (上冊:平裝) .-

- ISBN 978-986-506-393-1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06-394-8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857.7  

*失戀博物館 / 烏雲冉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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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506-382-5 (上冊 :平裝 ) .-- ISBN 

978-986-506-383-2 ( 下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86-506-384-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57.7  

全能醫婿 / 曉午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1-723-5 (第 1 冊:

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

727-3 (第 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26-6 ( 第 4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25-9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724-2 (第 2 冊:平裝) NT$180 普遍

級  

 857.7  

有錢 / 呂天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

分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 ISBN 

978-986-505-245-4 (平裝) NT$380 限

制級  

 857.7  

百界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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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冊 .-- ISBN 97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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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783-4 (上冊:平裝) .-- ISBN 978-

626-316-784-1 (下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沒錢 / 呂天逸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架空

之都 )(永恆書系 ) .-- ISBN 978-986-

505-246-1 (全套:平裝) NT$380 普遍級  

 857.7  

和離大喜 / 如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 11104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19001-E119004) .-- 

ISBN 978-986-527-487-0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488-7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

489-4 (卷 3: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527-490-0 (卷 4: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57.7  

金玉良醫 / 寂寞的清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東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5 .-- 冊  .-- ( 小 說 House ; 529 

~536) .-- ISBN 978-986-467-333-9 (第 1

冊 :平裝 ) NT$270 .-- ISBN 978-986-

467-334-6 (第 2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35-3 (第 3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36-0 (第

4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467-337-7 (第 5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38-4 (第 6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467-339-1 (第

7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

467-340-7 (第 8 冊:平裝) NT$270 普遍

級  

 857.7  

長公主 / 墨書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11104 .-- 冊 .-- ISBN 978-

986-506-380-1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6-381-8 (第 6 冊:平裝) 普遍

級  

 857.7  

非人類公所值勤日誌 / 醉飲長歌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74-89-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姻謀 / 瓜子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432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18901) .-- 

ISBN 978-986-527-491-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57.7  

毒婦要從良 / 大雁子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3 .-- 320 面; 

21 公 分  .-- ( 架 空 之 都 )( 心 書 系  ; 

H058) .-- ISBN 978-986-505-242-3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857.7  

狼圖騰 / 姜戎著 .-- 修訂三版 .-- 臺北

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400 面; 21 公分 .-- 風雲三十

紀念版 .-- ISBN 978-626-7025-81-9 (平

裝) NT$440 普遍級  

 857.7  

祕密囚籠 / 吾名翼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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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806-0 (平裝) 限制級  

 857.7  

神凰天醫 / 魚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1-708-2 (第 1 冊:

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

709-9 (第 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710-5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711-2 (第

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712-9 (第 5 冊:平裝) NT$190 普遍

級  

 857.7  

斜槓神醫 / 昭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文創風 ; 1051-1055) .-- ISBN 978-986-

509-309-9 (第 1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10-5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11-2 (第

3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

509-312-9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13-6 (第 5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閉嘴,你這假粉 / Your 唯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 ISBN 

978-986-505-244-7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857.7  

換個夫君就好命 / 若凌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狗 屋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冊 .-- (文創風 ; 1056-1057) .-

- ISBN 978-986-509-314-3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315-0 (下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57.7  

無上苟道 / 爆炸小拿鐵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1-713-

6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714-3 (第 2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11-715-0 (第 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16-

7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717-4 (第 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857.7  

鄉野傻醫 / 輕舞隨風作 .-- 初版 .-- 臺

中 市  : 飛 燕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1-728-

0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729-7 (第 2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626-311-730-3 (第 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31-

0 (第 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732-7 (第 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857.7  

經久 / 木更木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

分 .-- (架空之都)(永恆書系) .-- ISBN 

978-986-505-243-0 (平裝) NT$380 限

制級  

 857.7  

禍水小嬌奴 / 甘棠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 冊 .-

- (藍海系列  ; E118301-E118305) .-- 

ISBN 978-986-527-470-2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471-9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

472-6 (卷 3:平裝) NT$280 .-- ISBN 978-

986-527-473-3 (卷 4: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474-0 (卷 5: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撩夫花招多 / 月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 (藍海系列  ; E119101-E119103) .-- 

ISBN 978-986-527-492-4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493-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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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

494-8 (卷 3: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緣來是冤家 / 明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文創風 ; 1058-1060) .-- ISBN 

978-986-509-316-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9-317-4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

509-318-1 (第 3 冊:平裝) NT$260 普遍

級  

 857.7  

篡位當夫君 / 曲清歌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藍海系列 ; E118801-E118802) .-

- ISBN 978-986-527-485-6 (上冊:平裝) 

NT$320 .-- ISBN 978-986-527-486-3 (下

冊: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7.7  

寵妃忙逗貓 / 暮林歡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藍海系列 ; E118701-E118703) .-

- ISBN 978-986-527-482-5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483-2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

484-9 (卷 3: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櫻草忌 / 陸秋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74-

91-7 (平裝) 普遍級  

 857.7  

六神磊磊讀金庸 / 六神磊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960-0-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金庸 2.CST: 武俠小說 3.CST: 

文學評論  857.9  

兒童文學 

紅樓夢 / 曹雪芹作 .-- 四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 240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71-65-6 (平裝) NT$240 普

遍級  

 859.6  

神探包青天. 5, 血書的警告 / 晴天, 何

肇康文 ; 余遠鍠圖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176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521-554-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59.6  

東方文學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琉歌大觀. 

第三卷 = Ryukataikan : a collection of 

ryukyu song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 a transcription, vol.3 

/ 池宮正治, 大城學, 前城淳子, 田口

惠, 石川惠吉, 大城亞友美主編 ; 池宮

正治, 大城學, 前城淳子, 石川恵吉, 

田口惠, 大城亞友美, 仲間惠子, 崎原

綾乃, 漢那敬子翻刻.現代日文語譯 ; 

赤嶺守, 張維真, 陳碩炫中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 11104 .-- 496 面; 26 公分 .-- (臺灣

大學典藏全文刊本 ; 7) .-- ISBN 978-

986-5452-81-0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861.3  

Silent Witch : 沉默魔女的祕密 / 依空

まつり作 ;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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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21-435-4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一點都不想相親的我設下高門檻條

件 ,結果同班同學成了婚約對象!? / 

櫻木櫻作 ;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3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

433-0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二木老師 / 夏木志朋著 ; 鍾雨璇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320 面; 21 公

分 .-- (NIL ; 40) .-- ISBN 978-626-7073-

47-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 岬鷺宮作 ; 

廖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428-6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 

御宮ゆう作 ;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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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21-430-9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小說 下一站,天國 / 是枝裕和作 ; 黃

涓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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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

801-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今天天氣不錯,我打算把上司幹掉 / 

夕鷺叶作 ; 丁世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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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41-514-1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1.57  

六個說謊的大學生 / 淺倉秋成著 ; 楊

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文字森林系列 ; 28) .-- 

ISBN 978-986-507-819-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1.57  

月與萊卡與吸血公主 / 牧野圭祐作 ; 

張凱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4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619-7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白魔之塔 / 三津田信三作 ; 緋華璃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01-553-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61.57  

交叉連結. 4, 覺醒與災厄的互換身體

姊妹遊戲攻略 / 久追遙希作 ;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19 公分 .-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427-9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有閒貴族艾略特的優雅事件簿 / 栗

原千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

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

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發行,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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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0774-88-7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我沒死,只是變成了掃地機器人 / 添

田信著 ; 王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18

種)(大賞 ; 136) .-- ISBN 978-957-33-

3876-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我的櫻花戀人 / 宇山佳祐作 ; 王蘊潔

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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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7) .-- ISBN 978-957-

741-517-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我的戀人 / 上田岳弘著 ; 王華懋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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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藍小說 ; 322) .-- ISBN 978-626-

335-284-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1.57  

我們的重製人生 / 木緒なち作 ; 陳冠

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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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6-799-

5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我與她的遊戲戰爭 / 師走トオル作 ;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12 面; 1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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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321-424-8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空棺之烏 / 阿部智里 Chisato Abe 著 ;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10-212-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不知不覺就

練到 LV MAX / 森田季節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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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5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34-3 (第 1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星期五的書店 : 夏天與汽水 / 名取佐

和子著 ; 徐欣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NIL ; 39) .-

- ISBN 978-626-7073-48-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1.57  

重組世界 Rebuild World. 2. 上, 舊領域

連結者 / ナフセ作 ; 陳士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5 .-- 368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432-3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祕密結晶 / 小川洋子著 ; 王蘊潔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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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84 面; 21 公

分 .-- (小川洋子作品集 ; 4X) .-- ISBN 

978-626-310-214-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1.57  

偵探不在之處即樂園 / 斜線堂有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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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800-8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異世界的處置依社畜而定. 1, 聖女召

喚改善計畫 / 八月八作 ; 呂郁青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30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616-6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 5, 約定之地 / 

佐藤真登作 ; 譚志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12-8 (平裝) .-- ISBN 978-626-

322-613-5 (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結與書系列. 3, <<咆哮山莊>>的繼承

者 / 野村美月作 ; 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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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6-802-2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精靈奴隸救國戰爭 王子想守護公主

騎士 / 內田弘樹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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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810-7 (平裝) 限制級  

 861.57  

精靈奴隸解放戰爭 公主騎士與詛咒

項圈 / 內田弘樹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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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805-3 (平裝) 限制級  

 861.57  

廣播社. 2, 紀實篇 / 湊佳苗著 ; 王蘊

潔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70-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 寿安

清作 ;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00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426-2 (第

1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 岬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4 .-- 352 面; 21 公分 .-- (YA! ; 

71) .-- ISBN 978-957-33-3867-3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聲優廣播的幕前幕後. 3, 夕陽與夜澄

想要突破? / 二月公作 ; 李文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

公司 , 11105 .-- 360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431-6 (平裝) 普遍級  

 861.57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 / 山口悟作 ; 霖之助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90 面; 19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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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22-617-3 (第 11 冊:平

裝) 普遍級  

 861.57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 愛七

ひろ作 ; 九十九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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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ls) .-- ISBN 978-626-321-423-1 (第

20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6, 那時

沒能說出口的六句話 / 紙城境介作 ;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4 面; 1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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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321-429-3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續.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 魔法人聯

社 / 佐島勤作 ;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32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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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7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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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冊 .-- ISBN 978-626-

322-614-2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2-615-9 (第 17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 年

級篇 / 衣笠彰梧作 ; Arieru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5 .-- 364 面 ;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425-5 (第 4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撿走被人悔婚的千金,再由我灌輸不

正當的事情 : 讓她享受美食精心打

扮,改造成世上最幸福的少女! / ふか

田さめたろ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74-

90-0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9  

妖怪旅館 晚安! = Monster hot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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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6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486-1 (平

裝) NT$230 普遍級  

 861.596  

忠犬小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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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40 面; 24X24 公

分 .-- (童心園 ; 246) .-- ISBN 978-986-

507-791-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6  

怪傑佐羅力太空大作戰 / 原裕文.圖 ; 

周姚萍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08 面; 

21 公分 .-- (怪傑佐羅力系列 ; 60)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206-2 (精

裝) NT$300 普遍級  

 861.596  

怪盜龐德偵探社. 3, 流浪貓瑪林琳 / 

內田麟太郎文 ; 藤本友彥圖 ; 蘇懿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8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440-429-2 (平

裝) 普遍級  

 861.596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特別篇 : 科學偵

探怪奇事件檔案. 1, 廢棄醫院的亡靈 

/ 佐東綠, 石川北二, 木滝理真, 田中

智章作 ; 黃薇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 (動小說) .-- ISBN 978-626-7050-90-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6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特別篇 : 科學偵

探怪奇事件檔案. 2, 外星人入侵之謎 

/ 佐東綠, 石川北二, 木滝理真, 田中

智章著 ; 木木(KIKI)繪 ; 黃薇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動小說) .-- ISBN 

978-626-7140-02-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1.596  

神奇的魔法保健室 / 廣嶋玲子作 ; 楊

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

分 .-- (糊塗魔女老師 ; 1) .-- ISBN 978-

957-658-805-1 (平裝) 普遍級  

 861.596  

露露菈菈的古典巧克力蛋糕 / 安晝

安子作.繪 ; 蕘合譯 .-- 初版 .-- 高雄

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 72 面; 20 公分 .-- (優讀本 ; 184)(露

露和菈菈 ; 26) .-- ISBN 978-957-521-

557-6 (精裝) NT$240 普遍級  

 861.596  

月亮先生,晚安 / 中嶋香織文.圖 ; 許

婷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18X17 公 分  .-- ( 小 魯 寶 寶 書  ; 

BP104N) .-- ISBN 978-626-7127-14-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好多顏色的巴士 / tupera tupera 文.圖 ; 

施至婷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127-15-5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顏色--0-3 歲幼兒讀物  

861.599  

你真的很棒 / 宮西達也文.圖 ; 邱瓊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8 面; 26 公

分 .-- (小魯繪本時間) .-- ISBN 978-

626-7127-22-3 (精裝) NT$400 普遍級  

 861.599  

我是公車司機 / 草野滝作 ; 間瀨直方

繪 ; 黃惠綺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32 面; 24X2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488-5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姐姐的舊東西 / 楠茂宣作 ; 北村裕花

繪 ; 邱瓊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4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584-7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朋友 / 谷川俊太郎文 ; 和田誠圖 ; 林

真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72 面; 24

公分 .-- (大手牽小手) .-- ISBN 978-

957-32-9497-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雨傘 / 太田大八文.圖 .-- 三版 .-- 臺北

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27-18-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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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599  

砧板進食中 / 重田紗矢香繪 ; 米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79-5 (精裝) 

普遍級  

 861.599  

逆轉勝!森林棒球隊 / 北海道日本火

腿鬥士隊選手會編著 ; 堀川真圖 ; 邱

承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6

公分 .-- (小魯知識繪本 ; 55N) .-- ISBN 

978-626-7127-20-9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61.599  

逃離吧!腳就是用來跑的 / 吉竹伸介

文.圖 ; 游珮芸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4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305-

217-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蚱蜢機器人 / 松岡達英作.繪 ; 陳瀅如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38-487-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這是我的! / 三浦太郎文.圖 ; 鄭明進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4 面; 18X19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52R) .-- ISBN 

978-626-7127-26-1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SHTB: 自我概念--0-3 歲幼兒讀物  

861.599  

*然後呢,然後呢...... / 谷川俊太郎文 ; 

柚木沙弥郎圖 ; 林真美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40 面; 25 公分 .-- (大手牽

小手) .-- 注音版 .-- ISBN 978-957-32-

9499-3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超級大塞車 / 大村知子文.圖 ; 周佩穎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4 面; 22X22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93N) .-- ISBN 

978-626-7127-19-3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媽媽上班時也想著你 / 信實文.圖 ; 蘇

懿禎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5 .-- 40 面; 26 公分 .-- (精選圖

畫書) .-- ISBN 978-626-7140-05-5 (精

裝) NT$33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運動場的小妖怪 / 齊藤洋作 ; 宮本悅

美繪 ; 伊之文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80 面; 21

公分 .-- (小妖怪系列 ; 16) .-- ISBN 

978-957-658-803-7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861.599  

電車來了 噹噹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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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6 .-- 32 面; 26X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338-489-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1.599  

誰輕?誰重? / 秋山匡文.圖 ; 蘇懿禎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 面; 18X1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

16-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鍋子罷工中 / 重田紗矢香繪 ; 米雅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80-1 (精裝) 

普遍級  

 861.599  

*不道德教育講座 / 三島由紀夫著 ; 

邱振瑞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4 .-- 3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2-37-4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61.67  

最討厭的哥哥死了 : 被迫出來收屍

的妹妹、前妻，還有女兒,又恨又哭

加上一點笑聲的五日記事 / 村井理

子著 ; 盧姿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

9504-4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1.67  

小醫師復仇者聯盟. 3, 腦疾病,克服痛

苦回憶! / 高嬉貞作 ; 趙勝衍繪 ; 林佩

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7-23-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2.596  

我不敢,因為我害羞 / 朴智熙作 ; 尹嘉

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4 面; 24

公分 .-- (童心園 ; 236) .-- ISBN 978-

986-507-790-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2.599  

躲貓貓 / 金貞善文圖 ; 尹嘉玄翻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52 面; 25X25 公

分 .-- ISBN 978-986-274-588-5 (精裝) 

普遍級  

 862.599  

如果問我為什麼工作的話,我就只能

笑笑 : 忙著找可以持續做下去的工

作、樂透(還沒)中獎人孤軍奮戰的

小品文 / 金景熹著 ; 林侑毅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Think ; 

233) .-- ISBN 978-626-7123-25-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2.6  

童話夢工場 : 公主.神燈.阿拉丁 / 一

千零一夜原著 ; 耿啟文作 ; 貓十字

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0 公分 .-

- (童話夢工場 ; 13)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549-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5.596  

臺灣文學 

台灣新詩史 / 孟樊, 楊宗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7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6266-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詩 2.CST: 新詩 3.CST: 臺

灣文學史  863.091  

存在與抵抗的夢想 : 以巴什拉四元

素解讀陳黎、楊澤解嚴前詩作 / 朱

容瑩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32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723)(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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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視界 ; 137) .-- BOD 版 .-- ISBN 978-

626-7088-57-9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陳黎 2.CST: 楊澤 3.CST: 臺灣

詩 4.CST: 詩評  863.21  

漂泊在神州邊陲的詩魂 : 台灣新詩

人詩刊詩社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4 .-- 386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刊 ; 455) .-- ISBN 

978-986-314-596-7 (平裝) NT$460 普

遍級  

1.CST: 新詩 2.CST: 詩評  863.21  

台灣現代文選 / 向陽, 林黛嫚, 蕭蕭

編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42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57-14-7427-4 (平裝) 普遍

級  

 863.3  

高科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得獎作

品集. 2021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基礎

教育中心主編 .-- 一版 .-- 高雄市 : 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 11103 .-- 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80-6-8 (平裝) 

普遍級  

 863.3  

淑德人文獎作品集. 第 21 屆 / 國立潮

州高中台灣文學社編 .-- 初版 .-- 屏東

縣潮州鎮 :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圖書

館, 11104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1-48-6 (平裝) 普遍級  

 863.3  

嶺東科技大學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

集. 2021 / 吳宇娟主編 .-- 臺中市 : 嶺

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103 .-- 

18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81-

59-7 (平裝) 普遍級  

 863.3  

下一場貓雨 / 亮孩著 .-- 初版 .-- 新竹

縣竹北市 : 亮語文創教育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心星 ; 2) .-

- ISBN 978-986-97664-5-6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863.4  

花舞山嵐農莊  山居生活  / 陳似蓮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

業網, 11104 .-- 244 面; 21 公分 .-- (現

代 散 文 ) .-- ISBN 978-986-0762-22-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4  

相思的翼股 = Siunn si ê si ̍t kόo / 吳正

任著  .-- 臺中市  : 文學街出版社 , 

11103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9580-3-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4  

與甜蜜相遇 / 江寶琴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3-17-2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4  

一定 = Be sure / 許其正著作.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 

11103 .-- 17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14-593-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三十 Early / 陳宥瑋, 李宛諭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4 .-- 232

面; 21 公分 .-- (讀詩人 ; 151)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40-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山林對聯與絕句一百三十首 / 張燦

文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張燦文 , 

11104 .-- 11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71-0 (精裝) NT$250 普遍級  

 863.51  

不歡 / 胡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許

又中, 11103 .-- 1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43-9959-8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1  

父親 / 陳克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從容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96393-7-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1  

*王宣曆詩集. V : 戰火在烏有之鄉 / 

王宣曆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王宣曆, 

11104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61-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1  

可口樂園 / 若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版社, 11104 .-- 196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95412-3-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1  

台灣現代詩選. 2021 年 / 江自得, 鄭

烱明, 曾貴海, 利玉芳, 莫渝, 林鷺編

選 .-- 初版 .-- 高雄市 : 春暉出版社, 

11104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8524-85-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1  

光是想著你我就詩了 / 鄭茜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76 面; 18 公分 .-

- (Island ; 316) .-- ISBN 978-986-406-

290-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沒有的風景 / 山耳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島座放送, 11104 .-- 68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95618-0-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夜的大赦 / 曹馭博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雙囍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4 .-- 192 面; 19 公分 .-- (雙囍文

學 ; 8) .-- ISBN 978-626-95496-9-6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863.51  

俏皮話 / 小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部長部員皆一人出版社, 11105 .-- 60

面 ; 13X18 公 分  .-- ISBN 978-626-

95929-0-6 (精裝) 普遍級  

 863.51  

昨日之蛹 / 傅詩予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104 .-- 214 面; 21 公分 .-

- (釀詩人 ; 152)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41-3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63.51  

泰翔◎鴻儒山人詩集 / 許柏彥文 .-- 

苗栗縣造橋鄉 : 許柏彥, 11104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43-9958-

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1  

徙 : 臺灣當代詩人十三家 = Passages : 

thirteen contemporary Taiwan poets / 陳

義芝, 陳克華, 陳黎, 陳育虹, 鴻鴻, 零

雨, 商禽, 吳晟, 瘂弦, 楊佳嫻, 楊牧, 顏

艾琳, 周夢蝶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468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

445-982-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1  

啟程 : 戴錦綢詩集 / 戴錦綢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4 .-- 166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643-7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1  

*覓詩物語 / 陳光瑩著 .-- [臺中市] : 

陳光瑩, 11103 .-- 168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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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57-43-9915-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1  

喂 / 顏艾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島

座放送, 11104 .-- 12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95618-1-0 ( 平 裝 ) 

NT$423 普遍級  

 863.51  

詩硯飄香 / 侯吉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259-9 (平裝 ) NT$350 .-- 

ISBN 978-626-335-260-5 ( 精 裝 ) 

NT$480 普遍級  

 863.51  

跳浪 / 鴻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黑

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1 公分 .-- (鴻鴻詩集 ; 9) .-- ISBN 

978-986-6359-97-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3.51  

*監視器的背後是彌勒佛 / 小令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雙囍出版, 11103 .-- 160 面; 

19 公分 .-- (雙囍文學 ; 7) .-- ISBN 978-

626-95496-8-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1  

鳳陽牧歌 / 傅武光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 卷 樓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206 面; 21 公分 .-- (文化生活

叢書. 詩文叢集 ; 1301067) .-- ISBN 

978-986-478-652-7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1  

*還可以活活看 / 游善鈞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5-155-4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1  

鏘鏘詩輯 : 一躍而起的安靜音律 / 林

豪鏘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斑馬線出

版社, 11103 .-- 20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95412-2-5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3.51  

*聽見著涎的聲音 : 茶詩集 / 張政愉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韋翔國際印刷

有限公司, 11103 .-- 1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932-0-0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1  

某種認可 / 紀蔚然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312 面; 21 公分 .-

- (印刻文學 ; 681) .-- ISBN 978-986-

387-569-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4  

Dear 小壯丁 : 手牽手一起走 / 朱國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 296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書 ; 678) .-

- ISBN 978-986-387-564-2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5  

一位陽春教授的生活 : 曾永義詩文

日記(1992-2021) / 曾永義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國家出版社, 11104 .-- 8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6-1600-

9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863.55  

一周七天,晴天雨天 : 寫給每一個為

生活努力的你 / yoyo 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社會心

理 ; SP10033) .-- ISBN 978-626-7014-

52-3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5  

三分之一 ,的我  / 有故事的女同學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5 .-- 24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05-60-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5  

上海夢裡人 / 隱地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200 面; 21 公分 .-- (爾雅叢書 ; 689) .-

- ISBN 978-957-639-661-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5  

天使之書 / 郭鴻韻文.圖 .-- 一版 .-- 臺

北市 : 八正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608-

4-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5  

*四時瑜伽 : 一個工作狂的休息筆記 

/ 柯采岑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重版

文化整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 256 面; 22 公分 .-- (Lohas ; 2) .-- ISBN 

978-626-95485-6-9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5  

再也沒有蒜苗佐烏魚子了 / 宋尚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8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95210-3-6 (平裝) 

普遍級  

 863.55  

朵朵自在小語 : 開成自己喜愛的花 / 

朵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176 面; 21 公

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15 種)(朵朵作

品集 ; 14) .-- ISBN 978-957-33-3868-0 

(平裝) 普遍級  

 863.55  

竹園情懷 : 以寫真與文字為證 / 南一

中百年校慶籌備委員會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 臺南市 :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

中學, 11104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04-69-4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63.55  

冷了的熱咖啡  / 破風 , 藍色水銀 , 

765334, 葉櫻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3 .-- 1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89-

2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5  

我的風火輪 / 吳敏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 240 面 ;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78) .-- ISBN 978-986-450-435-0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5  

我們 / 宋如珊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4 .-- 232 面; 21 公分 .-- 

(釀文學 ; 266)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646-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5  

刺與浪 : 跨世代台灣同志散文讀本 / 

楊佳嫻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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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20 面; 21 公分 .-- (麥田文學 ; 324) .-

- ISBN 978-626-310-216-3 ( 平 裝 ) 

NT$399 普遍級  

 863.55  

*偽魚販指南 / 林楷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3 .-- 272 面; 21 公分 .-- (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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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 ISBN 978-986-406-286-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情歌再唱 / 藍色水銀, 金竟仔, 君靈鈴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

書有限公司, 11103 .-- 1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5-9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啟蒙時代 臺灣山城海 / 顧蕙倩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商鼎數位出版有

限公司, 11104 .-- 264 面; 21 公分 .-- 

(顧顧旅讀. 文學朝聖之旅 ; 2) .-- ISBN 

978-986-144-208-2 (平裝) 普遍級  

 863.55  

梅英感懷集 / 梅英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3 .-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5575-91-5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3.55  

壺說茶道 / 張燦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張燦文, 11104 .-- 120 面; 15 公分 .-

- ISBN 978-957-43-9972-7 ( 精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5  

植物芬芳的日常異想 : 一棵樹的氣

味光景 / 何欣潔 Poky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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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 272 面; 21 公分 .-- (Self-heal ; 6) .-- 

ISBN 978-626-7092-25-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863.55  

湖上閒思錄 / 錢穆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164 面; 21 公分 .-- (錢穆作品精粹) .-

- ISBN 978-957-14-7424-3 (精裝) 普遍

級  

 863.55  

湖上閒思錄 / 錢穆作 .-- 五版 .-- 臺北

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

3320-7 (平裝) 普遍級  

 863.55  

給 Blue 的 49 封分手信 / 陳敏澤著.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

社,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大好

生活 ; 7) .-- ISBN 978-626-95832-0-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覃合理小語 / 覃合理著 .-- 初版 .-- 臺

中 市  : 白 象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5-5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愛 隔離 / 安塔 Anta, 葉櫻, 澤北, 語雨

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

書有限公司, 11103 .-- 1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75-87-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愛,是我們共同的語言. 2 : 台灣房屋

親情文學獎作品合集. 第二屆 / 聯經

編輯部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52 面; 

19 公分 .-- (聯副文叢) .-- ISBN 978-

957-08-6260-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863.55  

慢深活日誌 : 2021 年防疫期間愷愷

老師愛的日記 / 王愷著 .-- 新北市 :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癌友新生命協會 , 

11103 .-- 1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1019-3-6 (平裝) 普遍級  

 863.55  

樂齡阿嬤來開講  / 王素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現代散

文 ; 15) .-- ISBN 978-986-0762-21-1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863.55  

轉眼分離乍 / 賴瑞卿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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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0) .-- ISBN 978-626-95726-5-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5  

天長地久 : 給美君的信 / 龍應台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3 公

分 .-- (龍應台作品集 ; 2) .-- ISBN 978-

626-335-154-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3.56  

<<台北大空襲>>小說集 / 林立青, 朱

宥勳, 瀟湘神, 陳又津, 鍾旻瑞, 張嘉

真作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35-0 (平裝) 

普遍級  

 863.57  

1951 全面追緝 / 王駿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 320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58) .-- 

ISBN 978-626-7054-50-5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863.57  

Dear love / 佐納作 .-- 一版 .-- 新北市 : 

留守番工作室出版 : 寸田文化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336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95901-1-7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7  

二婚獨霸衣方 / 簡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18401) .-- ISBN 978-986-527-480-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十二生肖超級馬拉松封神榜 / 稍定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行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3-18-9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上升女王 / 陳零著 .-- 臺北市 : MIA, 

11105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75-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大力女子富貴妻 / 米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 304 面 ;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19201) .-- ISBN 978-986-527-495-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天丹虎飛 雙蛇抱杖平行畢典 / 黃文

海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5 .-- 6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5-66-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3.57  

火山怪獸大黑 : 獨歸崙主 / AB 王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6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06674-9-3 (平裝) 普遍級  

 863.57  

台北大空襲 : 小說集 / 朱宥勳, 林立

青, 陳又津, 鍾旻瑞, 瀟湘神, 張嘉真

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迷走工作坊

有限公司, 11105 .-- 360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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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986-98963-3-7 ( 精 裝 ) 

NT$531 普遍級  

 863.57  

平凡中的不平凡 / 廖茂松著 .-- 臺北

市 : 獵海人, 11104 .-- 1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657-2-6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7  

玄靈的天平. II : 蛛絲、冰晶與熾燄

的大地 / 秀弘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4 .-- 266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66)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642-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地獄谷 : 台語小說集 / 王羅蜜多著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前 衛 出 版 社 ,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76-23-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成為悲劇元凶的最強異端,最後頭目

女王為了人民犧牲奉獻 / 天壱作 ; 黃

品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618-0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3.57  

死神第 3 部門 / 晨羽著 .-- 初版 .-- 臺

北 市  : 精 誠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86-510-211-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7  

百鬼夜行. 卷 7, 吸血鬼 / 笭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34) .-- ISBN 978-

626-7094-32-7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3.57  

忘年之雪 / 羽尚愛著 .-- 桃園市 : 汪

玉川, 11103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909-3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57  

我在每一次告白後死去 / 何守琦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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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PO 小說 ; 65) .-- 

ISBN 978-986-06540-9-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7  

我有結婚病 / 陳又津著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807-5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我從遊戲中喚醒的魔王是廢柴. 2, 新

任務 : 虛實連結 / 子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74-87-0 (平裝) 普遍級  

 863.57  

見鬼的親吻 / 蒼鷺鳴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邀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月光之城

系列 ; B002) .-- ISBN 978-957-8696-41-

9 (平裝) NT$300 限制級  

 863.57  

*京都神官錄 / 泉灯行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3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378-8 (平

裝) 普遍級  

 863.57  

夜鴉事典 / 碰碰俺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74-95-5 (第

14 冊:平裝) 普遍級  

 863.57  

紅妝小譯官 / 風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1 公分 .-- (姑娘上朝去之)(藍海

系列 ; E118201) .-- ISBN 978-986-527-

469-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怪奇捷運物語. 3, 麒麟破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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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城 ; 132) .-- ISBN 

978-626-7094-33-4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3.57  

社畜男的戀愛行動支付 / OUKU 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 , 11105 .-- 

25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5739-2-9 ( 平 裝 ) .-- ISBN 978-626-

95739-8-1 (平裝限定版) 限制級  

 863.57  

花開時節 / 楊双子著 .-- 再版 .-- 臺北

市  : 奇 異 果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360-3-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7  

前夫的肉償計畫 / 菲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

版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

工作室發行, 11104 .-- 224 面; 21 公

分 .-- (紅櫻桃 ; 1502) .-- ISBN 978-986-

335-763-6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前妻怎麼哄回來 / 青微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4-14-9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前鋒新聞報導 : 王萬里與霍士圖探

案 / 高雲章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要

有光, 11104 .-- 292 面; 21 公分 .-- (要

推理 ; 98) .-- BOD 版 .-- ISBN 978-626-

7058-24-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毒愛小嫩妻 / 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禾

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工作室

發行,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紅

櫻桃 ; 1501) .-- ISBN 978-986-335-764-

3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相愛沒錯 / 草夕子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7105-65-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神使劇場 : 夜的冒險譚 / 醉琉璃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

出 版  : 蓋 亞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4 .-- 272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94) .-- ISBN 978-626-95887-0-1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神醫 / 孫明立著 .-- 臺北市 : 鏡文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54-49-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站在上天這一邊  / 王楨棟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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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 1377) .-- ISBN 978-986-450-436-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草寫夏天 / 袁晞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 256 面; 21 公分 .-- (All about love) .-- 

ISBN 978-957-741-515-8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863.57  

追光之歌 / 屈穎, 陳大謀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6831-4-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63.57  

異遊鬼簿. II : 九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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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41-516-5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863.57  

最後的交火 : 毒梟、馬幫、美軍、

解放軍、國軍,揭祕兩岸情報工作的

最後一場激戰 / 吳建國, 梅洛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16 面; 21 公

分 .-- (Story ; 45) .-- ISBN 978-626-335-

278-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63.57  

揚子堂糕餅舖 / 光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264 面; 20 公分 .-- (故事集 ; 28) .-- 

ISBN 978-986-319-651-8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863.57  

猩紅烈影 = Crimson shadow / K.I 作 .-

- 初版 .-- 高雄市 : 收容院工作室, 

11103 .-- 34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879-0-2 (平裝) NT$300 限制級  

 863.57  

詛咒聖士 / 樂馬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4 .-- 264 面; 21 公分 .-- 

(釀奇幻 ; 69) .-- BOD 版 .-- ISBN 978-

986-445-644-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超幸福死神 / 林明亞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03 .-- 

33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319-

648-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傾聽畫語 你未曾知曉的景色 / Silver 

Lining Studio 原作 ; 八千子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446-0 (平裝) 普遍級  

 863.57  

暗戀 Ocarina 學長 / 幻光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4 .-- 300 面; 21

公分 .-- (要青春 ; 93)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25-1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57  

遊戲結束之前 SP : 毀滅禁止 / 草子信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

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74-97-9 (平裝) 普遍級  

 863.57  

*慢慢 慢慢愛 / 雪倫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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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1 公分 .-- (網路

小說 ; 289) .-- ISBN 978-626-318-233-2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7  

榮光歸你,你歸我 / 杜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4 .-- 336 面; 21 公分 .-- (花園系

列 ; G3106) .-- ISBN 978-626-95797-1-

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睡了世子還想逃 / 零葉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 喵喵屋工作室 ,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4-12-5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睡後協議 / 石秀作 .-- 初版 .-- [彰化縣

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4-13-

2 (平裝) NT$180 限制級  

 863.57  

網路上的魚與貓 / 九方思想貓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4 .-- 190

面; 21 公分 .-- (釀愛情 ; 14)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45-1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3.57  

聞芳 一九七二 / 李風樵作 .-- 桃園市 : 

風樵文創工作室, 11105 .-- 101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5480-4-5 (平裝) 

NT$150 普遍級  

 863.57  

魂穿之謬斯女友  / 安祖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出版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

子熊工作室發行,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00) .-- ISBN 978-

986-335-762-9 (平裝) NT$270 限制級  

 863.57  

劇神 / 夏佩爾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3 .-- 304 面; 20 公

分 .-- (青文學書系 ; MR019) .-- ISBN 

978-986-505-241-6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863.57  

勵志人家 藝想天開 / 句子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3 .-- 364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84616-2-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7  

*幫主阿吉 / 甘紹文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水靈文創有限公司,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文學館 ; 10) .-- 

ISBN 978-626-95757-1-8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7  

總裁,離婚協議書來了 / 金晶作 .-- 初

版 .-- [彰化縣福興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104-11-8 (平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贈以風信子 / Trouble V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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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PO 小說 ; 

64) .-- ISBN 978-626-95940-1-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癮 / 柳孝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

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39-3-6 (平

裝) .-- ISBN 978-626-95988-4-7 (平裝

首刷限定版) 限制級  

 863.57  

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4, 是誰在說話?. 

下 / 翁裕庭作 ; 步烏, 米巡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28-0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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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9  

李潼中篇小說 : 藍天燈塔 / 李潼文 ; 

徐建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192 面; 21 公

分 .-- (小兵閱讀快車 ; 19) .-- ISBN 

978-986-5581-54-1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9  

李潼短篇小說 : 鬼竹林 / 李潼文 ; 徐

建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

社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1 公

分 .-- (小兵閱讀快車 ; 29) .-- ISBN 

978-986-5581-56-5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863.59  

李潼短篇小說 : 鐵橋下的鰻魚王 / 李

潼文 ; 徐建國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144 面; 

21 公分 .-- (小兵閱讀快車 ; 9) .-- ISBN 

978-986-5581-55-8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863.59  

長生石的守護者  / 陳郁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320 面; 21 公

分 .-- (故事館) .-- ISBN 978-626-7000-

51-9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63.59  

*冒牌機器人 / 林滿秋著 ; Asta Wu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540-4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  

鈔能戰士 SME. 3, B613 暗黑星球 = 

B613 dark planet / 嚴淑女作 .-- 初版 .-

- 臺南市 : 聚光文創, 11104 .-- 2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5671-2-6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  

打貓 : 歡樂童年. 第 23 期 / 李金航主

編 .-- 初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財團法

人民雄文教基金會, 11104 .-- 18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57-28171-8-6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3  

我們的故事. 2022 / 社團法人雲林縣

雲林故事人協會圖文整合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03 .-

- 120 面; 15X21 公分 .-- ISBN 978-986-

0750-56-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3  

守護寶地大作戰 / 周姚萍著 ; 仲雅筠

繪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60 面; 21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

17-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妖怪遊樂園 / 顏志豪文 ; 曹一竹圖 .-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

出版 : 巴巴文化發行, 11103 .-- 120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95083-2-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6  

那些年,曾有場風暴來襲 / 王俍凱著 ; 

劉彤渲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

分 .-- (九歌少兒書房 ; 288) .-- ISBN 

978-986-450-434-3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596  

狐狸一族心探險. 1 : 不能說的禁忌 / 

王淑芬文 ; 蔡豫寧圖 .-- 第一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113 面; 21 公分 .-- (閱讀 123

系列 ; 38)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305-218-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阿寶的種子 / 吳東昇文 ; 林宗北圖 .-

- 新北市  : 新北市樹林社區大學 , 

11103 .-- 32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96336-2-8 (平裝) 普遍

級  

 863.596  

穿越日新 / 藍心辰圖.文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心辰, 11103 .-- 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9914-7 (精裝) 

NT$200 普遍級  

 863.596  

棄食島大翻身 / 阿德蝸著 ; 米奇鰻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32 面; 21 公

分 .-- (故事館 ; 87) .-- ISBN 978-986-

449-261-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 : 愛玩大少爺

郁永河遊臺灣 / 王文華作 ; 久久童畫

工作室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6 .-- 144 面; 21 公分 .-- (繪童

話) .-- ISBN 978-626-7140-01-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 全國育幼院小

朋友文字.繪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出版 : 

德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 100 面; 21X21 公分 .-- (陽光系列叢

書 ; 4) .-- ISBN 978-986-91682-8-1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863.597  

*小孩遇見詩 : 有禮貌的鬼 / 夏夏著 ; 

陳怡今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64 面; 22 公分 .-- (小木馬繪本屋 ; 

10) .-- ISBN 978-626-314-151-3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8  

小鼠麥麥找工作 / 阿文 Arwen Huang

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94-310-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小貓散步 / kiki(張素卿)文 ; 陳駿翰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四也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104 .-- 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539-7-7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99  

不一樣的小斑 / 大小港邊熱帶漁林

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旅仕行銷有

限公司, 11104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31-0-1 ( 精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99  

代理媽媽教我的事 / 潘美慧文 ; Shih-

Fen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26-351-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北海大英雄 / 劉碧雲著 ; 李問譯 ; 張

振松繪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80 面; 30

公分 .-- (馬祖文化童書系列) .-- 中英

雙語版 .-- ISBN 978-957-08-6257-7 (精

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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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牛不要動 / 浮火文 ; 蔡豫寧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40 面; 28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13-048-7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如果屁有顏色 / 王湘妤文 ; 黃鼻子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274-585-4 (精裝) 

普遍級  

 863.599  

克拉瓦森林之歌 / 洪瓊君著 ; 陳采悠

繪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

公司, 11105 .-- 32 面; 30 公分 .-- (小書

迷 ; 40) .-- ISBN 978-626-320-119-4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 Alice Coco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柯秋逸, 11103 .-- 34 面; 

21X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43-9923-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9  

我的弟弟 / 妙蒜小農 Lanna 故事.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6949-1-8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我的妹妹 / 妙蒜小農 Lanna 故事.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6949-2-5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我的姊姊 / 妙蒜小農 Lanna 故事.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48 面; 20X20 公分 .-

- ISBN 978-986-06949-4-9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我的哥哥 / 妙蒜小農 Lanna 故事.插

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蒜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6949-3-2 (精裝) 普遍

級  

 863.599  

改變,世界不一樣了 / 周姚萍文 ; 孫心

瑜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5-559-

6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63.599  

更少得更多 / 郝廣才文 ; 何雷洛圖 .-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9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76-68-4 (精

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兔子的紅蘿蔔田 / 王美慧文 ; 吳若嫻

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 面; 28X21

公分 .-- ISBN 978-626-313-049-4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花園包裹 / 李苡溱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李苡溱, 11103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19-2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63.599  

哎呀!全世界最扯的羊駝 / George 文 ; 

哇哇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金蘋果

圖書有限公司, 11103 .-- 32 面; 21X24

公分 .-- (典藏繪本閣) .-- ISBN 978-

626-95506-0-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9  

咦!是什麼呢? / 囝仔人文 ; 王盈穎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寬文化工作

室, 11105 .-- 44 面; 29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98515-6-5 (精裝) 

NT$420 普遍級  

 863.599  

哇咧!全世界最饞的倉鼠 / Miryam 文 ; 

青與 Tsing-Yu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金蘋果圖書有限公司, 11103 .-- 32 面; 

21X24 公分 .-- (典藏繪本閣) .-- ISBN 

978-626-95506-1-6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99  

故事獵遊 = Story safari / 唐麗芳文 ; 

張真輔圖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03 .-- 40 面; 19X26 公

分 .-- ISBN 978-986-0750-55-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9  

草地靜獵 : 尋找一棵樹 / 洪瓊君著 ; 

陳眉如繪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105 .-- 64 面; 30 公分 .-

- (小書迷 ; 38) .-- ISBN 978-626-320-

117-0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討厭萬聖節 / 美育研發部著作.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美育旺旺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8 面; 

15X15 公分 .-- ISBN 978-626-95164-4-

5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媽媽在哪裡? / 王春子圖.文 .-- 二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6 面; 22X23 公分 .-- (紅

繪本) .-- 注音版 .-- ISBN 978-957-32-

9534-1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誠 / 臺南市將軍區長平國民小學師

生故事編寫 ; 吳宥廷, 吳友富, 洪勝達, 

陳允彥, 陳亦善, 陳雅英, 吳妍蓁, 傅

子菱, 吳采㳖, 陳馨怡, 柯筑勻繪圖 .-- 

初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將軍區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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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8) .-- ISBN 978-986-5487-93-5 

(精裝) NT$200 普遍級  

 863.599  

*慢慢走,比較快 / 張哲銘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3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62-4-

2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樹的記憶 / 洪瓊君著 ; 詹雁子繪 .-- 初

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30 公分 .-- (小書迷 ; 

39) .-- ISBN 978-626-320-118-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3.599  

歡迎來到奇屋市 / 花小瓜文 ; 顏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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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9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花繪花語 : 靚靚个花 = faˊ fi faˊ 

ngiˊ : jiangˊjiangˊge faˊ / 賴文英

圖.文 .-- 初版 .-- 新北市 : 龍岡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64 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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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客語詩文繪本集) .-- ISBN 

978-957-794-225-8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863.74  

桃園市長青客語故事集 : 108、109、

110 年得獎作品集 / 張捷明主編撰 ; 

古美珠, 徐永桶, 鄒欣倫, 劉楨, 鍾鳳

珠編撰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客家

事 務 局 出 版  : 桃 園 市 政 府 發 行 , 

11103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20-87-6 (精裝) NT$120 普遍級  

 863.757  

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獎作品集. 第

七屆 = sikin pitjulj papuligu tua venecik 

a kemacalisianan ta 'ininemenema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原 住 民 族 研 究 中 心

(ALCD)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教育

部, 11103 .-- 44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6-42-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00 普遍級  

 863.83  

沒有信箱的男人 / 夏曼.藍波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

分 .-- (聯合文叢 ; 698) .-- ISBN 978-

986-323-450-0 (平裝) 普遍級  

 863.857  

西洋文學 

伊索寓言 / 伊索作 .-- 六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 冊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71-

51-9 (第 1 冊:精裝) NT$200 .-- ISBN 

978-626-7071-52-6 ( 第 2 冊 : 精 裝 ) 

NT$200 普遍級  

1.SHTB: 寓言--3-6 歲幼兒讀物  

871.36  

濟慈詩選 : 夜鶯頌 / 約翰.濟慈著 ; 王

明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

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 216 面; 21 公

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57-710-

851-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3.51  

大聲女孩 / 阿比.達蕊(Abi Daré)著 ; 

王娟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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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

221-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史坎德 : 獨角獸竊盜者 / A. F. 史黛曼

著 ; Two Dots 繪 ; 謝靜雯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31-1 (平裝) 普遍級  

 873.57  

地獄裡有假期嗎? / Ｍ.J.亞歷基(M.J. 

Arlidge)著 ; 甘鎮隴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

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邦 分 公 司 發 行 , 

11105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817-6 (平裝) 普遍級  

 873.57  

烏 托 邦 大 道  / 大 衛 . 米 契 爾 (David 

Mitchell)著 ; 左惟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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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640 面; 21 公分 .-- (新小

說 ; 20) .-- ISBN 978-626-318-235-6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873.57  

迷蛇記 / 莎拉.派瑞(Sarah Perry)作 ; 聞

若婷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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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

609-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73.57  

徵人啟事 / 露絲.韋爾作 ; 周倩如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有限公司, 11104 .-- 464 面; 21 公分 .-

- (Storytella ; 131) .-- ISBN 978-957-

741-518-9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73.57  

魯德亞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 叢

林奇譚&怒海餘生 / 魯德亞德.吉卜

林(Rudyard Kipling)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目川文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188 面; 20 公分 .-- (典藏文

學 ; 6) .-- ISBN 978-626-95946-3-4 (精

裝) NT$680 普遍級  

 873.59  

鐵路邊的孩子  / 伊迪絲 .內斯比特

(Edith Nesbit)著 ; 楊玉娘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世界文學

經典名作) .-- ISBN 978-986-316-829-4 

(平裝) 普遍級  

 873.59  

魔法城堡  / 伊迪絲 .內斯比特(Edith 

Nesbit)著 ; 朱曾汶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新 潮 社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世界文學

經典名作) .-- ISBN 978-986-316-827-0 

(平裝) 普遍級  

 873.59  

山姆的科學 : 我知道如何打敗細菌

和病毒 / 凱特.羅溫(Kate Rowan)文 ; 

凱瑟琳.麥艾文(Katharine McEwen)圖 ; 

蔡心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

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104 .-- 32 面; 24X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763-

4-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6  

山姆的科學 : 我知道細胞如何幫助

我成長 / 凱特.羅溫(Kate Rowan)文 ; 

凱瑟琳.麥艾文(Katharine McEwen)圖 ; 

蔡心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

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104 .-- 32 面; 25X23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763-

6-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6  

山姆的科學 : 我會好好刷牙 : 牙齒的

保健知識 / 凱特.羅溫(Kate Rowan)文 ; 

凱瑟琳.麥艾文(Katharine McEwen)圖 ; 

蔡心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

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104 .-- 32 面; 24X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763-

5-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3.596  

愛麗絲夢遊仙境 / 卡洛爾原著 ; 安東

尼布朗(Anthony Browne)圖 ; 劉思源

譯寫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72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76-

69-1 (精裝) 普遍級  

 873.596  

漫畫文學經典系列 : 巴斯克維爾的

獵犬 / 亞瑟.柯南.道爾原著 ; 傑克.諾

爾(Jack Noel)改寫.繪圖 ; 郭庭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307-603-7 (平裝) 普遍

級  

 873.596  

漫畫文學經典系列 : 金銀島 / 羅伯特.

路易斯 .史蒂文生原著 ; 傑克 .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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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Noel)改寫.繪圖 ; 郭庭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7-601-3 (平裝) 普遍

級  

 873.596  

漫畫文學經典系列 : 遠大前程 / 查爾

斯.狄更斯原著 ; 傑克.諾爾(Jack Noel)

改寫.繪圖 ; 郭庭瑄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07-602-0 (平裝) 普遍級  

 873.596  

童謠開星門 = Twinkle little rhymes / 

李佳蒨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雙母語學殿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冊 .-- 點讀版; 注音版 .-- ISBN 978-

626-95791-2-9 (全套 :精裝 ) NT$3000

普遍級  

 873.598  

太多東西啦！  / 艾蜜莉 .葛拉菲特

(Emily Gravett)著 ; 王心瑩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32-9507-5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873.599  

皮皮猴想一起玩  / 澤赫拉 .希克斯

(Zehra Hicks)作 ; 周婉湘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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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面 ; 

23X25 公分 .-- (繪本滴 ; 103) .-- ISBN 

978-626-7038-24-6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1.SHTB: 友情--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好忙的太空人 / 丹.葛林(Dan Gree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2 面; 19 公

分 .-- (小小職人) .-- ISBN 978-986-

274-579-3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天文--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好忙的消防員 / 丹.葛林(Dan Gree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2 面; 19 公

分 .-- (小小職人) .-- ISBN 978-986-

274-580-9 (精裝)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好忙的農夫 / 丹.葛林(Dan Green)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74-581-6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好忙的運動員 / 丹.葛林(Dan Gree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2 面; 19 公

分 .-- (小小職人) .-- ISBN 978-986-

274-583-0 (精裝) 普遍級  

1.SHTB: 肢體運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好忙的廚師 / 丹.葛林(Dan Green)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2 面; 19 公分 .-- 

(小小職人) .-- ISBN 978-986-274-582-

3 (精裝)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快樂王子  / 奧斯卡 .王爾德 (Oscar 

Wilde) 原 著  ; 梅 希 . 派 樂 地 . 薛 林

(Maisie Paradise Shearring)改編.繪圖 ;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08-6258-

4 (精裝) 普遍級  

 873.599  

我一點也不友善 / Anna Milbourne 文 ; 

Asa Gi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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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51-30-6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逃跑小豌豆. 3, 城市大冒險 / 查坦.波

斯基(Kjartan Poskitt)文 ; 艾力克斯.威

爾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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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36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051-31-

3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噗噗狗要抱抱 / 澤赫拉.希克斯(Zehra 

Hicks)作 ; 周婉湘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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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面; 23X25 公分 .-

- (繪本滴 ; 102) .-- ISBN 978-626-7038-

23-9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SHTB: 圖話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UBIK 尤比克(這部小說無所不能,<<

銀翼殺手>>菲利普.狄克傳世經典) / 

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著 ; 蘇瑩

文譯 .-- 臺北市 : 寂寞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21 公分 .-- 

(Cool ; 42) .-- ISBN 978-626-95323-9-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74.57  

不完美女兒 / 艾莉卡.桑切斯(Erika L. 

Sanchez)作 ; 陳佳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5 .-- 336 面; 21 公分 .-- (暢小

說 ; 109) .-- ISBN 978-626-310-217-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4.57  

幸 運 之 子  / 蕾 貝 佳 . 馬 凱 (Rebecca 

Makkai)著 ; 宋瑛堂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480 面; 21 公分 .-- (藍小

說 ; 323) .-- ISBN 978-626-335-277-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874.57  

候 鳥 的 女 兒  / 夏 洛 特 . 麥 康 納 伊

(Charlotte McConaghy)著 ; 李雅玲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352 面; 21 公

分 .-- (臉譜小說選 ; FR6588) .-- ISBN 

978-626-315-104-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874.57  

神 祕 河 流  / 丹 尼 斯 . 勒 翰 (Dennis 

Lehane)著 ; 王娟娟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480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

選 ; FR6587) .-- ISBN 978-626-315-095-

9 (平裝) NT$460 普遍級  

 874.57  

純 真 年 代  / 伊 迪 絲 . 華 頓 (Edith 

Wharton)作 ; 賈士蘅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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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05-3412-2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74.57  

停機時間 / 塔瑪拉.艾倫著 ; 林立文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留守番工作室

出 版  : 寸 田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4 .-- 冊 .-- (Magic lantern ; 2-3) .-- 

ISBN 978-986-99877-8-3 (上冊:平裝) 

NT$390 .-- ISBN 978-986-99877-9-0 (下

冊 :平裝 ) NT$390 .-- ISBN 978-626-

95901-0-0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74.57  

極度危險的經典童話 : 抹去美好糖

衣外表,還原真實人性的 12 個故事 / 

蘇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 蔡

心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

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80-82-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874.57  

預言之子. I, 餘燼森林 / 蘭波.羅威

(Rainbow Rowell)著 ; 朱崇旻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

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 11106 .-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739-6-7 (平裝) 普遍級  

 874.57  

大森林中的小木屋 / 蘿拉.英格斯.懷

德(Laura Ingalls Wilder)文 ; 海倫.賽維

爾(Helen Sewell)圖 ; 劉亦庭譯 .-- 新北

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427-465-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4.596  

山姆的科學 : 我知道食物到哪裡去

了 / 賈姬.梅納德(Jacqui Maynard)文 ; 

凱瑟琳.麥艾文(Katharine McEwen)圖 ; 

蔡心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

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104 .-- 32 面; 25X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763-7-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6  

杜立德醫生 / 赫夫.羅弗庭原著 ; 唐琮

改寫 ; 陳亭亭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280 面; 21 公分 .-- (世界少年

文學必讀經典 60) .-- ISBN 978-986-

338-485-4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74.596  

怪獸日記. 3, 毛茸茸男孩馬文幫助夥

伴 排 解 過 動 情 緒  / Raun Melmed, 

Caroline Bliss Larsen 著  ; Arief 

Kriembonga 繪 ; 廖敏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720-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74.596  

顛覆童話. 14, 一次搞砸兩個童話!? / 

莎拉 .梅林諾斯基 (Sarah Mlynowski)

作 ; 舒靈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Much 讀本 ; 92) .-- ISBN 

978-957-521-555-2 (平裝) NT$220 普

遍級  

 874.596  

不要總是比來比去 / 派蒂.拉弗(Patty 

Lovell)文 ; 大衛.卡特羅(David Catrow)

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宇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2 面; 23X23

公分 .-- (你不能欺負我. 茉莉的勇敢

3 部曲)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95959-1-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可可夜總會 : 米高的狗狗 / 瑪莉莎.拉

岡涅羅(Melissa Lagonegro)改編 ; 迪士

尼繪本美術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插畫 ; Sabrina Liao 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5 .-- 40 面; 21 公

分  .-- 中英對照 ;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 2 .-- ISBN 978-626-316-797-1 (精

裝) 普遍級  

 874.599  

西洋菜 / 陳郁如文 ; 陳振盼圖 ; 歐玲

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8

公分 .-- (小魯新公民繪本  ; 21) .-- 

ISBN 978-626-7127-21-6 ( 精 裝 ) 

NT$420 普遍級  

 874.599  

我不怕 ,你才怕! / 塞斯梅耶斯(Seth 

Meyers)文 ; 羅布薩耶格(Rob Sayegh 

Jr.)圖 ; 張翔穎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40 面; 25X25 公分 .-- (性格養成繪

本) .-- ISBN 978-986-5576-70-7 (精裝)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我什麼都不想做! / 普拉加 .托馬爾

(Pragya Tomar)作  ; 蕾夢娜 .麥克林

(Ramona MacLean), 米 歇 拉 . 菲 奥 里

(Michela Fiori)繪 ; 吳羽涵譯 .-- 初版 .-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6X26 公分 .-- (迷繪

本 ; 108)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521-550-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我要勇敢站出來  / 派蒂 .拉弗(Patty 

Lovell)文 ; 大衛.卡特羅(David Catrow)

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宇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2 面; 23X23

公分 .-- (你不能欺負我. 茉莉的勇敢

3 部曲)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95959-0-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汽車總動員. 3 : 老賽車手,新賽車手 / 

瑪莉.提沃斯(Mary Tillworth)作 ; 迪士

尼繪本美術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插畫 ; Sabrina Liao 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5 .-- 40 面; 21 公

分  .-- 中英對照 ;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 1 .-- ISBN 978-626-316-796-4 (精

裝) 普遍級  

 874.599  

亞歷山大和發條鼠  / 李歐 .李奧尼

(Leo Lionni)文.圖 ; 葉嘉青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8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662-6-

6 (平裝) 普遍級  

 874.599  

春天真的來了 / 金.紀歐(Gene Zion)

文  ; 瑪 格 麗 特 . 布 羅 伊 . 葛 雷 漢

(Margaret Bloy Graham)圖  ; 林真美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8 公

分 .-- (大手牽小手) .-- 注音版 .-- ISBN 

978-957-32-9533-4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1.SHTB: 圖話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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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到海底  / 約翰 .海爾(John 

Hare)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48 面; 24X25 公分 .-- (小麥田繪本

館) .-- ISBN 978-626-7000-53-3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74.599  

格魯特的夏日冒險! / 布蘭登.迪南作 ; 

卡爾.艾特金森繪 ; 許皛翎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 11105 .-- 3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626-7051-29-0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海底總動員. 2 : 色彩繽紛的海洋 / 比

爾.史加侖(Bill Scollon)作 ; 迪士尼繪

本 美 術 團 隊 (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插畫 ; Sabrina Liao 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5 .-- 40 面; 21 公

分  .-- 中英對照 ;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 1 .-- ISBN 978-626-316-795-7 (精

裝) 普遍級  

 874.599  

最棒的樹 / 約翰.杜佛(John Duvall)作 ; 

茹貝卡.吉本(Rebecca Gibbon)繪 ; 黃

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74-586-1 (平裝) 

普遍級  

1.SHTB: 節慶故事--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超人特攻隊 : 神奇的小飛 / 丹尼斯.

「火箭」.雪萊(Dennis ''Rocket'' Shealy)

改編 ; 迪士尼繪本美術團隊(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插畫 ; Sabrina Liao

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5 .-- 86

面; 21 公分 .-- 中英對照; 迪士尼雙語

繪本 STEP 3 .-- ISBN 978-626-316-798-

8 (精裝) 普遍級  

 874.599  

媽媽不在家的一年 / 達莎.托爾斯提

科娃(Dasha Tolstikova)著 ; 黃筱茵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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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168 面; 23

公分 .-- (小麥田圖像館) .-- ISBN 978-

626-7000-50-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74.599  

對 小 霸 王 說 不  / 派 蒂 . 拉 弗 (Patty 

Lovell)文 ; 大衛.卡特羅(David Catrow)

圖 ; 謝靜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宇宙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2 面; 23X23

公分 .-- (你不能欺負我. 茉莉的勇敢

3 部曲) .-- 注音版 .-- ISBN 978-626-

95959-2-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瘋狂怒吼的小恐龍! / 艾莉森.施捷斯

基(Allison Szczecinski)作 ; 迪恩.格雷

(Dean Gray)繪 ; 吳羽涵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5 .-- 48 面; 26X26 公分 .-- (迷繪

本 ; 109) .-- 注音版 .-- ISBN 978-957-

521-553-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碧雅翠絲.波特 : 田園裡的科學家 / 琳

賽.H.梅特考夫(Lindsay H. Metcalf)作 ; 

武君宜繪 ;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40 面; 25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587-8 (精裝) 普遍

級  

 874.599  

蜘蛛人與他的神奇朋友們 : 打嗝的

超級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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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316-831-2 (精裝) 

普遍級  

 874.599  

豬 頭 三 兄 弟  / 大 衛 . 威 斯 納 (David 

Wiesner)文.圖 ; 黃筱茵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40 面; 29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986-5576-67-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9  

鬆 餅 先 生 ! / 大 衛 威 斯 納 (David 

Wiesner)文.圖 ; 王欣榆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76-71-4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友情--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壞情緒 : 索索的情感魔法罐 / 黛博拉.

馬塞羅(Deborah Marcero)文.圖 ; 黃筱

茵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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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763-8-8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74.599  

大開眼界 : 用社會裡的小故事開啟

你 的 大 見 識  / 麥 爾 坎 . 葛 拉 威 爾

(Malcolm Gladwell)著 ; 李巧云, 顧淑

馨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16 面; 

21 公分 .-- (葛拉威爾作品集 ; 11) .-- 

ISBN 978-626-335-181-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874.6  

千萬別打開!古怪快遞 : 燒燙燙的包

裹  / 夏 洛 特 . 哈 柏 薩 克 (Charlotte 

Habersack)著 ; 管中琪譯 .-- 初版 .-- 新

北 市  : 和 平 國 際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71-349-4 (精裝) 普遍級  

 875.59  

我的禮物呢? / 莉娜.海瑟(Lena Hesse)

文.圖 ; 繪出英文力 Wendy 翻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4 .-- 28 面 ; 

23X23 公分 .-- (繪本滴 ; 50)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626-7038-25-3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75.599  

我們都很特別 / 莉娜.海瑟(Lena Hesse)

文.圖 ; 繪出英文力 Wendy 翻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水滴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4 .-- 28 面 ; 

23X23 公分 .-- (繪本滴 ; 51)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626-7038-26-0 (精裝) 

NT$300 普遍級  

 875.599  

我們人生的最初 / 派屈克.蒙迪安諾

(Patrick Modiano)作 ; 尉遲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

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5 .-- 168 面; 20 公分 .-- (Pas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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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ISBN 978-626-7063-12-5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76.55  

姊 妹  / 大 衛 . 芬 基 諾 斯 (David 

Foenkinos)著 ; 賈翊君譯 .-- 初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224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5014 種)(choice ; 350) .-- ISBN 

978-957-33-3869-7 (平裝) 普遍級  

 876.57  

種樹的男人 : 森林,再次回來了 / 讓.

紀沃諾(Jean Giono)著 ; 邱瑞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漫遊者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96 面; 21 公分 .-- 木刻版畫珍藏版 .-- 

ISBN 978-626-95570-4-2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876.57  

小王子 / 安東尼.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原著 ; 露易絲.葛雷格

(Louise Greig)作 ; 莎拉.瑪辛妮(Sarah 

Massini)繪 ;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40 面; 28 公分 .-- (童心園 ; 

235) .-- ISBN 978-986-507-808-9 (精裝) 

NT$599 普遍級  

 876.599  

不會寫字的獅子  / 馬丁 .巴茲塞特

(Martin Baltscheit)文  ; 馬克 .布塔方

(Marc Boutavant)圖 ; 吳愉萱翻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0X26 公分 .-- (繪本

夏令營 ; 1) .-- 注音版 .-- ISBN 978-

986-06451-7-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76.599  

出發吧!海洋號 : 一起探索世界海洋 / 

路易斯.里戈, 阿努克.博伊斯羅伯特

設計 ; 王日青譯寫 .-- 再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 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74-

578-6 (精裝) 普遍級  

 876.599  

指間陽光 / 加百列.葛利馬(Gabriele 

Clima)著 ; 亞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灣 東 方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青春閱讀

Bridge) .-- ISBN 978-986-338-484-7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877.59  

神射手 / 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

作 ;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160 面; 21 公分 .-- (藍小說 ; 

324) .-- ISBN 978-626-335-198-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8.59  

石頭的祕密語言 / 維多利亞.培瑞茲.

埃斯克里瓦(Victoria Pérez Escrivá)文 ; 

艾絲特.加西亞(Ester García)圖 ; 陳思

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95511-5-6 (精裝) 普遍

級  

 878.599  

*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佩索

亞|詩選) / 費爾南多.佩索亞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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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496 面; 19

公分 .-- (Golden age) .-- ISBN 978-986-

384-704-5 (精裝) 普遍級  

 879.51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血色童話 / 約翰.傑維德.倫德維斯特

(John Ajvide Lindqvist)著 ; 郭寶蓮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小異出版 : 大塊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552 面; 21 公分 .-- (sm ; 7) .-- ISBN 978-

986-97630-7-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81.357  

我們家可以養小貓咪嗎? / 席琳.克萊

爾(Céline Claire)文 ; 賽巴斯汀.夏伯特

(Sébastien Chebret)圖 ; 王奕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70-75-0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童話--3-6 歲幼兒讀物  

881.7596  

我的悲傷 / 米蓮.維諾(Mylen Vigneault)

文 ; 默德.侯桀(Maud Roegiers)圖 ; 王

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570-76-7 (精裝)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81.7599  

彩虹花 / 麥克.格雷涅茨文.圖 ; 陳珊

珊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32 面 ; 

22X24 公分 .-- (小魯繪本世界 ; 12R) .-

- ISBN 978-626-7127-27-8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82.1599  

玩笑 /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 

翁尚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23 種)(米蘭.

昆德拉全集 ; 1) .-- ISBN 978-957-33-

3878-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82.457  

被背叛的遺囑 /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 翁尚均譯 .-- 二版 .-- 臺

北 市  : 皇 冠 文 化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5017 種)(米蘭.昆德拉全集 ; 

10) .-- ISBN 978-957-33-3870-3 (平裝) 

普遍級  

 882.457  

幸福陰影之舞  / 艾莉絲 .孟若(Alice 

Munro)作 ; 蔡宜真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5 .-- 296 面; 21 公分 .-- (木馬

文學 ; 82) .-- ISBN 978-626-314-153-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85.357  

雌性生活 /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

作 ; 蔡宜真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

足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 

11105 .-- 382 面; 21 公分 .-- (木馬文

學 ; 84) .-- ISBN 978-626-314-152-0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885.357  

米娜有個傻爸爸 / 馬修.佛賽(Matthew 

Forsythe)作.繪圖 ; 海狗房東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07-571-9 (精裝) 普遍

級  

 885.3596  

你是星塵 / 艾琳.凱爾西(Elin Kelsey)

作 ; 金素妍繪 ; 李貞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1104 .-- 3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06643-7-9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85.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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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手稿 / 東妮.喬丹(Toni Jordan)著 ; 

蘇雅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1 公

分 .-- (Laurel ; 4) .-- ISBN 978-986-319-

649-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87.157  

我的祕密河流 / 凱特.葛倫薇爾著 ; 林

麗冠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150-

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87.157  

我們可以移動那座山嗎? / 凱特.坦普

(Kate Temple), 約爾.坦普(Jol Temple)

文  ; 泰 莉 . 蘿 絲 . 班 頓 (Terri Rose 

Baynton)圖 ; 劉清彥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32 面; 29X24 公分 .-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35-227-8 

(精裝) 普遍級  

 887.1596  

沼澤妖怪的傳說 / 芮妮.崔莫(Renée 

Treml)作.繪 ; 謝靜雯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288 面; 23 公分 .-- (骨爾摩

斯 ; 2)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

204-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87.1599  

消失的皇家藍鑽 / 芮妮.崔莫(Renée 

Treml)作.繪 ; 謝靜雯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272 面; 23 公分 .-- (骨爾摩

斯 ; 1)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

201-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87.1599  

橘 子 到 底 在 哪 裡 ? / 希 斯 . 麥 肯 錫

(Heath McKenzie)文.圖 ; 吳羽涵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6 .-- 32 面; 25X25 公分 .-- 

(迷繪本 ; 112) .-- 注音版 .-- ISBN 978-

957-521-556-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87.1599  

新聞學 

破擊假新聞 : 解析數位時代的媒體

與資訊操控 / 蘇蘅, 陳百齡, 王淑美, 

鄭宇君, 劉蕙苓作 .-- 修訂二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2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14-7436-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新聞學 2.CST: 傳播研究  

890  

藝術類 

總論 

數位時代的藝術家是怎麼死的 : 在

資本主義和大數據的夾殺下,創作者

如何開闢新局? / 威廉.德雷西維茲

(William Deresiewicz)作 ; 游騰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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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15-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藝術經濟學  901.5  

古往今來 過眼煙雲 : 初見 / 張庭瑜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

藝術文化新創協會, 11105 .-- 3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207-1-1 (精

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古器物 3.CST: 作

品集  902  

*另一座板塊 = Another continent / 顏

志光總編輯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

縣政府文化處出版 : 臺東縣政府發

行, 11103 .-- 8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5419-79-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  

Pulima 藝術獎 . 2020 = 2020 Pulima 

Award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11104 .-- 

180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

92225-6-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3.CST: 臺

灣原住民  902.33  

人造風景  : 城市就是裝置藝術  = 

Artificial landscape : city as installation 

art / 黃翔總編輯 .-- 初版 .-- 南投縣草

屯鎮 : 財團法人毓繡文化基金會, 毓

繡美術館, 11103 .-- 112 面; 29X21 公

分  .-- 中 英 對 照  .-- ISBN 978-986-

97344-8-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人道者靜靜發光. 2 / 沈建文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人公益傳播

基金會, 11104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166-1-3 ( 平 裝 ) 

NT$518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八五臺陽.薪傳永續特展專輯 = Art 

works by Tai-Yang Art Society 2022 / 吳

隆榮, 簡嘉助, 林仁山, 陳金典, 白景

文編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臺陽美

術協會, 11104 .-- 192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986-97649-2-6 ( 精 裝 ) 

NT$12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台灣藝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TFA 巡迴

展. 2022 = French-Salon Taiwan Artists 

Association Rotation Exhibition / 陳純

貞, 陳志芬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灣藝

術家法國沙龍學會, 11104 .-- 10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5280-1-

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立體派對 / 李昆宗總編輯 .-- 彰化市 :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11104 .-

- 12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

5473-6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光  : 臺 灣 文 化 的 啟 蒙 與 自 覺  = 

Lumière : the enlightenment and self-

awakening of Taiwanese culture / 林曼

麗, 周婉窈, 蔣伯欣, 石婉舜, 陳允元, 

劉柳書琴, 吳俊瑩, 陳慧先作 .-- [臺北

市]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MoNTUE 北

師美術館, 11104 .-- 504 面; 30 公分 .-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06986-3-3 

(平裝) NT$135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優勝作品專輯 . 

110 學 年 度  = National Student Art 

Competition / 陳慧娟總編輯 .-- 初版 .-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 

11105 .-- 416 面; 26 公分 .-- (南海藝教

叢書) .-- ISBN 978-626-7106-44-0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來藝客 :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民小

學第三十九屆美術班師生作品專輯 

= 2022 Taipei Municipal Min-Zu 

Elementary School 39th graduation 

exhibition & exhibition of art classes / 黃

致萍總編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松山

區民族國民小學 , 11103 .-- 18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0772-99-

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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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歪斜平行 / 臺中市立龍津高中第三

屆美術班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立龍

津高級中等學校, 11104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001-82-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流光韻色 : 2022 臺中市立龍津高中

國中部美術班畫冊 / 王黎汝, 李品嫻, 

林容均, 林閬宜, 洪郁茹, 張暐喬, 郭

姵吟, 陳佳欣, 陳芷妮, 陳映嘉, 陳涵

琳, 陳楷嵋, 楊采妍, 廖宥愉, 王劭珉, 

施淳祐, 紀承廷, 翁紹閔, 張守成, 張

廷維, 張景翔, 陳宏宇, 陳柏凱, 陳柏

翔, 童萬閎, 黃翊軒, 趙志培, 趙寅丞, 

蔡廷篁, 賴秉承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

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 11104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01-86-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島嶼溯遊 : 「台灣計劃」三十年回

顧展 = Island-tracing journeys : 30 years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of the "Taiwan 

Project" / 黃舒屏主編 .-- 初版 .-- 臺中

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03 .-- 1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32-566-4 (平

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文集 3.CST: 作品

集 4.CST: 臺灣  902.33  

時光旅行 : 華盛頓雙語小學美學創

藝 班 畢 業 成 果 冊 . 第 六 屆  = Time 

travel : WES 2022 art department student 

portfolio / 陳淑雲, 陳瑛雪編輯製作 .-

- 臺中市 :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

學, 11104 .-- 208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986-94779-6-3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時憶風華 : 林惠卿 Tome Lin 創作專

輯 = Remembering the glamorous / 林惠

卿總編輯 .-- 基隆市 : 林惠卿, 11103 .-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9928-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像極了怪獸 / 李小鏡, 吳權倫, 林介文, 

林威丞, 黃贊倫, 曾麗娟[作] .-- 桃園

市 : 桃園市立美術館, 11105 .-- 42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0-89-

0 (精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凝望東方 : 台灣美術院院士大展

2022 = Gazing at the orient : 2022 

Academician Exhibition of Taiwan 

Academy of Fine Arts / 顏志光總編

輯 .-- 初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府文

化處出版 : 臺東縣政府發行, 11103 .-

- 1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5419-81-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魚常人 /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第二

十七屆美術班全體同學編作 .-- 南投

縣 竹 山 鎮  : 國 立 竹 山 高 級 中 學 , 

11103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451-47-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 創 世 紀  : Ariel Moscovici 個 展  = 

Bereshit : solo exhibition of Ariel 

Moscovici / Ariel Moscovici 作 .-- 臺中

市 :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11104 .-- 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295-6-

4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3.CST: 藝

術展覽  902.42  

My harvest journey 我的大豐收 : 畫作

尋寶祕笈 / 王鈺婧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財團法人奇美博物館基金會 , 

11105 .-- 24 面; 27 公分 .-- (奇美珍藏

世界名畫) .-- ISBN 978-986-95944-7-9 

(精裝) NT$990 普遍級  

1.CST: 西洋畫 2.CST: 藝術教育 

3.CST: 兒童教育 4.CST: 藝術欣賞  

903  

不可能的夢 = Impossible dreams / 臺

北市立美術館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北市立美術館, 11104 .-- 80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

7144-03-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館展覽 2.CST: 藝術展覽  

906.6  

未竟之役 : 太空.家屋.現代主義 = Art 

histories of a forever war : Modernism 

between space and home / 余思穎總編

輯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美術館 , 

11103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0772-9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展覽 2.CST: 現代藝術 

3.CST: 作品集  906.6  

2016-2021 忠泰美術館五週年專刊 = 

2016-2021 Jut Art Museum review / 忠

泰美術館編著 ; 李彥良, 黃姍姍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忠泰

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忠泰美術館, 

11105 .-- 1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96465-5-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忠泰美術館  906.8  

圖解中國史 : 藝術的故事 / 米萊童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9-222-2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藝術史 2.CST: 通俗作品 

3.CST: 中國  909.2  

臺灣美術史 / 邱琳婷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8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7-736-9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美術史 2.CST: 臺灣  909.33  

天地一紙 : 李清榮的糊紙藝術 / 林承

緯, 呂江銘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北市政府文化局, 11104 .-- 144 面; 23

公分 .-- (傳統藝術系列 ; 17) .-- ISBN 

978-626-7144-02-2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李清榮 2.CST: 糊紙 3.CST: 傳

統藝術 4.CST: 臺灣傳記  909.933  

紙上乾坤 : 張秋山的糊紙藝術 / 林承

緯, 黃秀梅, 盧坤輝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104 .-- 144

面; 23 公分 .-- (傳統藝術系列 ; 16) .-- 

ISBN 978-626-7144-01-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張秋山 2.CST: 糊紙 3.CST: 傳

統藝術 4.CST: 臺灣傳記  909.933  

This is 達文西 / 祖斯特 .凱澤(Joost 

Keizer)著 ; 克莉絲汀娜.克里斯托弗

洛(Christina Christoforou)繪 ; 李之年

譯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有限公司出版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

司發行, 11105 .-- 80 面; 23 公分 .-- 

(Mirror ; 25) .-- ISBN 978-626-95775-7-

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2.CST: 藝術家 3.CST: 科

學家 4.CST: 傳記  909.945  

音樂 

如何寫一首歌  / 傑夫 .特維迪 (Jeff 

Tweedy)著 ; 沈台訓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95210-4-3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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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音樂創作 2.CST: 歌曲  910  

*古典音樂之愛 : 指揮家的私房聆聽

指南 / 約翰.莫切里(John Mauceri)作 ; 

游騰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

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灰盒子 ; 2) .-- ISBN 978-626-95589-9-

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音樂欣賞 2.CST: 古典樂派  

910.38  

彈音論樂 : 聆聽律動的音符 / 張窈慈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 

11105 .-- 262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 ISBN 978-626-7128-05-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音樂欣賞  910.38  

*偉大作曲家群像 : 巴哈 / 提姆.道雷

著 ; 徐仲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

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 16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59-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巴哈(Bach, Johann Sebastian, 

1685-1750) 2.CST: 作曲家 3.CST: 傳

記 4.CST: 德國  910.9943  

最強的動聽聲音法則 : 只要改變聲

音,就能提升好印象與說服力,工作及

人際關係也會順利到讓你覺得不可

思議! / 村松由美子著 ; 林冠汾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勁草生

活 ; 497) .-- ISBN 978-626-320-122-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聲音 2.CST: 發聲法  913.1  

苗栗客家山歌研究 : 以頭份市、造

橋鄉、頭屋鄉、公館鄉為例 / 張莉

涓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70 面; 23 公

分 .-- (文學研究叢書. 臺灣文學叢刊 ; 

810016) .-- ISBN 978-986-478-632-9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民俗音樂 2.CST: 客家音樂 

3.CST: 臺灣  913.533  

Mr. Children 道標之歌 : 日本國民天

團 Mr. Children 出道三十週年首本文

字紀實! / 小貫信昭著 ; 楊明綺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7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08-6262-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歌星 2.CST: 流行音樂 3.CST: 

日本  913.6031  

台灣漢詩吟唱參考教材 / 游錫堃編

著 .-- 宜蘭市 : 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

金會, 1110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8786-5-1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詩文吟唱 2.CST: 臺語  

915.18  

有時混黑道,有時彈鋼琴 / 鈴木智彥

著 ;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View ; 

116) .-- ISBN 978-626-335-247-6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鋼琴 2.CST: 通俗作品  917.1  

大師班 : 約瑟夫.霍夫曼的琴藝漫談

與 問 答  / 約 瑟 夫 . 霍 夫 曼 (Josef 

Hofmann)著 ; 謝汝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紅桌文化, 左守創作有限公司, 

11103 .-- 200 面; 21X15 公分 .-- ISBN 

978-986-06804-7-8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鋼琴 2.CST: 音樂教學法  

917.105  

建築 

智慧化居住空間創意競賽專輯. 2021 

= 2021 Intelligent living space design 

competition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財團

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編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103 .-- 2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8-03-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綠建築 2.CST: 建築節能 

3.CST: 作品集  920.25  

*中華民國空間設計學會(CIIAD)空

間設計學術論文及設計作品發表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第 十 八 屆  : 地 方 創

生.VR/AR 虛實整合創新空間設計與

實務 / 劉光盛主任編輯 .-- 彰化市 : 中

華民國空間設計學會, 11103 .-- 8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097-3-9 (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空間設計 2.CST: 空間藝術 

3.CST: 文集 4.CST: 作品集  920.7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 = In-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we 

design / 殷寶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 264 面; 23 公分 .-- (Archi+ ; 10) .-- 

ISBN 978-626-7031-20-9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空間設計 3.CST: 

臺灣文化 4.CST: 文集  920.7  

澄樂府 = The home : simple living / 蔡

拓, 張珮琪作 .-- 臺中市 : 容拓雅集整

合美學文創有限公司, 11103 .-- 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7535-1-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美術設計 2.CST: 空間設

計  921  

隈研吾 東京論 / 隈研吾著 ; 王華懋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32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321-472-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建築藝術 2.CST: 日本東京都  

923.31  

*臺南日式建築紀行 : 地靈與現代主

義的幸福同居 / 渡邊義孝作 ; 高彩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有限

公司 , 11104 .-- 192 面; 22 公分 .-- 

(Wander ; 2) .-- ISBN 978-626-95610-3-

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臺南市  923.33  

雕塑 

心.映.心情 : 黃當喜雕塑個展 = Frame 

of mind / 黃當喜作 .-- 臺中市 : 臺中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葫 蘆 墩 文 化 中 心 , 

11104 .-- 76 面; 25X26 公分 .-- (藝術

薪火相傳:臺中市美術家接力展. 第

12 屆) .-- ISBN 978-626-7001-80-6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雕塑 2.CST: 作品集  930.8  

大甲東陶 = Tâi-kah-tang pottery / 鄧淑

慧編著 .-- 初版 .-- 苗栗縣頭份市 : 大

地原創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5034-3-3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藝術展覽  

938  

臺 灣 陶 藝 獎 . 第 三 屆  = Taiwan 

Ceramics Awards / 龔雅雯總編輯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

物館 , 11104 .-- 冊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135-02-0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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蒔光  : 王昱心陶塑個展  = Bimisi : 

Wang Yuhsin Solo Exhibition Drawing 

through Clay / 王昱心, 花蓮縣文化局

編著 .-- 初版 .-- [花蓮市] : 花蓮縣文

化局 :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

院, 11103 .-- 9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9-67-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陶瓷工藝 2.CST: 作品集  

938  

「樹漆」一生懸命 : 賴作明老師紀

念展 = Tree-chi : a lifetime of dedication 

- Lai, Tzouh-Ming Commemorative 

Exhibition / 賴作明作 .-- 臺中市 : 臺

中市政府文化局 , 11104 .-- 76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01-83-

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漆藝 2.CST: 作品集  938.9  

書畫 

外部與範式轉移 : 德勒茲論繪畫 / 陳

瑞文, 陳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

709-3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德勒茲(Deleuze, Gilles, 1925-

1995) 2.CST: 繪畫 3.CST: 藝術哲學  

940.1  

了不起的中國畫 : 清宮舊藏追蹤錄 / 

余輝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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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0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畫 2.CST: 繪畫史 3.CST: 

藝術評論  940.92  

見山是山 : 程代勒書畫創作展 = The 

perception of mountains, returning to the 

oriental spirit : Cheng Tai-le ink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 程 代 勒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國父紀

念館, 11104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573-2 (精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舒曾祉書畫集 = Ink painting album by 

Shu Tseng-Tzu / 舒曾祉作 .-- 新北市 : 

輔仁大學藝術學院, 11103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80-11-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鵝池並游-溫文琍、鄭錦章書畫聯展 : 

溫文琍書畫集 / 溫文琍著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瀚宇科藝有限公司, 

11104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916-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六十週年校慶  : 溥家圖稿  =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draft paintings from the 

Hanyutang School / 劉梅琴主編 .-- 臺

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 

11104 .-- 176 面; 30 公分 .-- (華岡博物

館.珍藏選輯 ; 24) .-- ISBN 978-957-

596-406-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欣於所遇 : 吳平.江兆申書畫展 / 邱奕

銘, 蔣敏雪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友生昌毛筆有限公司, 11104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5509-1-9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華甲留痕 : 林滄池書法篆刻展.心經

專輯 / 林滄池作 .-- 臺中市 : 臺中市

政府文化局, 11104 .-- 7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01-84-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印譜 3.CST: 作品

集  943.5  

墨 花 隙 影  : 賴 原 書 法集  = Flower 

shadow imprint : Yuan's calligraphy / 賴

原著作 .-- 桃園市 : 木魚書屋, 11106 .-

- 80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955-0-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墨痕 : 徐明祥書法作品輯 = Ink marks : 

calligraphy works of Xu Mingxiang / 徐

明祥作 .-- 初版 .-- 彰化縣溪湖鎮 : 徐

明祥書法工作室, 11106 .-- 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64-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鵝池並游-溫文琍、鄭錦章書畫聯展 : 

鄭錦章書法集 / 鄭錦章著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瀚宇科藝有限公司, 

11104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916-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臺北市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大會. 

2022 = 2022 Taipei international 

calligraphy exhibition and live 

demonstration for spring festival / 黃臺

芝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

書法教育學會, 11104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7611-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墨緣禪意映慈光 : 慈光山人文獎全

國書法比賽第十一屆至第十五屆得

獎作品輯錄 / 釋大掬, 王勝厚, 鄧文淵, 

李淑玲, 江素芬編輯 .-- 南投縣魚池

鄉 : 人乘佛刊雜誌社, 11104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04-49-3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妙筆耕心 : 楷書心經 / 崔中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05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8-953-

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楷書  943.9  

商用字彙 : 楷書 / 劉元祥寫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3 .-

- 6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14-

592-9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楷書  943.9  

華語文書寫能力習字本. 基礎級 / 療

癒人心悅讀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4 .-- 

冊 .-- (LifeStyle ; 58-) .-- 中英文版 .-- 

ISBN 978-626-7064-07-8 (第 1 冊:平裝) 

NT$99 .-- ISBN 978-626-7064-08-5 (第

2 冊:平裝) NT$119 .-- ISBN 978-626-

7064-09-2 (第 3 冊:平裝) NT$129 普遍

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漢字  943.9  

隸書帖臨摹卡 : 東晉王羲之蘭亭敘 / 

吳明昌書.編 .-- 初版 .-- [高雄市] : 景

魚軒, 11104 .-- 56 面; 34 公分 .-- ISBN 

978-986-92359-7-6 (活頁裝)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隸書  943.9  

*路遙行書千字文 / 蕭世瓊作 .-- 臺中

市 : 林瑪琍, 11103 .-- 17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43-9894-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行書 2.CST: 習字範本  

943.94  

十日談  : 人類世的虛幻與現實  = 

Decameron : underground stream 

variation anthropocene / 陳瑞鴻作 .-- 臺

中市 : 一冊設計有限公司, 11103 .-- 

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66-

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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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專校院動會藝文展. 111 年度 : 

「桃園畫境.國體意象」吳烈偉創作

展 / 吳烈偉作 .-- 桃園市 : 國立體育

大學,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363-4-0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花自芬芳.蝶自來 : 趙純妙膠彩作品

集 = Butterflies come for sweet flowers : 

eastern gouache painting by Chao, Chun-

Miao / 趙純妙作 .-- 臺中市 : 趙純妙, 

11104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57-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膠彩畫 2.CST: 畫冊  945.6  

悅青堂彩墨畫集. 二 / 曾哲娟主編 .-- 

臺北市 : 悅青堂, 11105 .-- 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0562-1-2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時.光景 : 李貞慧創作個展專輯 / 李

貞慧創作 .-- 彰化縣彰化市 : 國立彰

化生活美學館, 11103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565-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膠彩畫 2.CST: 畫冊  945.6  

葛飾北齋の浮世繪設計力 / 戶田吉

彥著 ; 李佳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4 .-- 22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84-12-0 ( 平 裝 ) 

NT$599 普遍級  

1.CST: 葛飾北齋 2.CST: 浮世繪 

3.CST: 畫論  946.148  

韓國名師的光與色繪畫指導課 / Rino 

Park 作 ; 林芳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5 .-- 20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7-772-4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2.CST: 繪畫技法  

947.17  

速學人體力形技巧 : 畫出力的表現. 4 

/ 麥可.瑪特西, 貝尼力亞.史文力作 ; 

張琴珮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

坊文化出版社, 11106 .-- 242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377-779-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人體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2  

回魂笛音 : 蒙古.野馬.成吉思汗 / 李

國權作 ;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160 面; 21

公分 .-- (X 尋寶探險隊 ; 38) .-- ISBN 

978-986-5588-7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屁屁偵探動畫漫畫. 4, 噗噗怪盜 U

喜歡熱呼呼 / Troll 原作 ; 張東君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12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496-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創造 CP 感滿滿的漫畫人物 : 讓角色

散發魅力的完美人設教學 / 陳治宏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4 .-- 192 面; 26 公分 .-

- (多彩多藝 ; 12) .-- ISBN 978-957-686-

826-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漫畫 2.CST: 人物畫 3.CST: 繪

畫技法  947.41  

楓之谷大冒險 / 宋道樹作 ; 徐正銀繪 ; 

徐月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200 面; 25

公分 .-- (Maple Story 奇幻學習旅程) .-

- ISBN 978-957-658-792-4 (第 31 冊: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薑餅人王國語文英雄榜. 1, 小巨人的

領地 / 金強賢文 ; 金璂守繪 ; 徐月珠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5 .-- 165 面 ; 25 公 分  .--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804-4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NieR Art 幸田和磨美術集 / 幸田和磨

作 ; Runoka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6-803-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不准畫太好!人氣 YouTuber 的 4 大繪

圖障礙破解術 / 齋藤直葵作 ; 陳聖怡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

版社, 11105 .-- 223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776-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平成假面騎士怪人設計大圖鑑 : 完

全超惡 = Heisei Kamen Rider creature 

chronicle / HOBBY JAPAN 作 ; 黃姿頤

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62-23-4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我的插畫史 / 南伸坊著 ; 蔡青雯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288 面; 19 公

分 .-- (Source ; 32) .-- ISBN 978-626-

315-098-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南伸坊 2.CST: 插畫 3.CST: 歷

史 4.CST: 傳記  947.45  

波隆那國際插畫展年度插畫作品 . 

2020 / 瓦 萊 麗 . 庫 薩 格 (Valérie 

Cussaguet)等人作 ; 許玉里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3 .-- 192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626-95365-4-2 ( 平 裝 ) 

NT$99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作品集  947.45  

阿卡夏视角 = Akashic view / ArkEric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洪 皓 軒 , 

11104 .-- 100 面; 30 公分 .-- 正體題名:

阿卡夏視角 .-- ISBN 978-957-43-9911-

6 (平裝) 限制級  

1.CST: 插畫 2.CST: 人物畫 3.CST: 畫

冊  947.45  

閃耀眼眸的畫法 DELUXE / 玄光社

作 ; 邱顯惠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

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62-22-7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眼睛 2.CST: 漫畫 3.CST: 繪畫

技法  947.45  

國際無字繪本大獎 : 專家導賞手冊 = 

Silent book contest / 王存立總編輯 .-- 

新北市 : 翡冷翠文創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56 面; 29X29 公分 .-- 

ISBN 978-626-95365-5-9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繪本 2.CST: 手冊  947.45  

滿月珈琲店 : 櫻田千尋插畫集 / 櫻田

千尋編著 ; 闕韻哲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128 面; 26X18 公分 .-- ISBN 

978-986-401-552-8 (精裝) NT$4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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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插畫 2.CST: 畫冊  947.45  

カモ老師的季節插畫練習帖 / カモ

作 ; 龔亭芬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 11106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7-780-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 第 29 屆 / 陳佳

君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 11104 .-- 11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001-81-3 (平

裝附光碟片) NT$200 普遍級  

1.CST: 兒童畫 2.CST: 畫冊  947.47  

大地畫展 : 1976-2022 四十五週年專

輯 / 劉子平, 甘淑芬, 張來春, 劉粹垣, 

張永富策劃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大地美術研究會, 11104 .-- 144

面 ;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

94412-1-6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西洋畫 2.CST: 畫冊  947.5  

迎曦二十載 彩筆繪風城 : 迎曦畫會

二十週年慶紀念美展專輯 / 張馨之, 

李世英總編輯 .-- 新竹市 : 新竹市文

化局, 11103 .-- 60 面; 25X26 公分 .-- 

(竹塹文化資產叢書 ; 600) .-- ISBN 

978-626-7091-18-0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繪本筆記書 : 圻異的旅程 / 林育圻圖 ; 

鄭惠美文 .-- 初版 .-- 新北市 : 杏敏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04 .-- 1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6432-6-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繪畫 2.CST: 畫冊  947.5  

只要會拿筆,就能學會畫畫 : 19 種練

習、25 個技法說明,從零開始一次為

你打好畫畫的基礎  / 傑克 .史派瑟

(Jake Spicer)著 ; 吳琪仁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1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32-9502-0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繪畫技法  948.2  

我的甜蜜手繪書 : 色鉛筆繪圖 / 林新

春著 ; 陳品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6 公分 .-- (討論區 ; 47) .-- ISBN 978-

986-179-734-2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鉛筆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2  

阿瓦羅的大師水彩課 / 阿瓦羅.卡斯

塔涅(Alvaro Castagnet)作 ; 陳琇玲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20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02-

49-7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4  

韋 伯 話 水 彩  / 法 蘭 克 . 韋 伯 (Frank 

Webb)著 ; 陳琇玲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4 .-- 14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36-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4  

斯土斯民 : 劉雲生的繪畫音樂 = Our 

land our people solo exhibition : music in 

Liu Yunsheng's painting / 劉雲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凱奧藝術有限公司, 

11105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967-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人生百繪 : 蔡玉葉百號創作 = Life's 

hundred sketches : Tsai,Yu-Yeh hundred 

creations / 蔡玉葉作 .-- 初版 .-- 雲林

縣斗六市 : 文揚印刷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8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4111-2-7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心演形譯 : 游淑貞繪畫創作集 / 廖

啟恆總編輯 .-- 宜蘭縣羅東鎮 : 宜蘭

縣二月美術學會, 11103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942-7-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時光流 = Time flow / 李國坤作 .-- 新

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03 .-- 

281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

95474-9-4 (精裝)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素描 3.CST: 畫冊  

948.5  

追.尋生命的另一篇章 : 沈煥東與油

畫的初戀 / 沈煥東作 .-- 嘉義縣民雄

鄉 : 沈煥東, 11103 .-- 7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9945-1 (精裝)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微光中漫步  : 歐陽東牧作品集  = 

Strolling by twillight : album of Tung Mu 

Oyang / 歐陽東牧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太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 88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5763-4-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溫度調色盤 : 陳淑玲油畫作品集 = 

Warmth palette / 陳淑玲創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藏美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1103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231-1-5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滿足的喜樂 : 2022 聯合畫展畫刊 / 

王娟娟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灣基督藝術協會, 11103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5391-5-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攝影；電腦藝術 

虛擬下的另一種真實 : 關於影像觀

點與技術實踐的反思 / 邱顯源著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邱顯源 , 

11104 .-- 111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81-9 (平裝) NT$230 普遍級  

1.CST: 數位藝術 2.CST: 影像處理 

3.CST: 個案研究  956  

勇者系列紀念設計集 DX / 玄光社編

集部作 ; FORTRESS 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71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626-7108-36-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動漫 2.CST: 電腦繪圖 3.CST: 

作品集  956.6  

當世界只剩下貓 / 吳毅平著 .-- 臺北

市 :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issue ; 38) .-- ISBN 978-

626-95804-8-4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動物攝影 3.CST: 攝

影集  957.4  

59 年鑑 : Taiwan photography annual 

2022 / 台灣攝影學會策劃著作 .-- 新

北 市  : 天 釩 廣 告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184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93825-8-8 (精裝) NT$1500 普

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不起眼系列影像書  = Unremarkable 

series of video books / 李濡妘, 鄭映辰, 

杜郁晴, 邱旭蓮, 黃裕懿合著 .-- 臺中

市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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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 .-- 64 面; 1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8398-6-0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高雄市望角攝影藝術研究會會員攝

影聯展專輯. 2022 / 施寶駒, 劉健華編

輯 .-- 高雄市 : 社團法人高雄市望角

攝影藝術研究會 , 11103 .-- 64 面 ; 

25X26 公分 .-- ISBN 978-957-98818-9-

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覆寫真實 : 臺灣當代攝影中的檔案

與 認 同  = Covered reality : archival 

orientation and identity in Taiwa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 黃舒屏, 蔡

昭儀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

館,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 11104 .-- 1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569-

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揭幕 : 尋探立陶宛攝影中的認同 = 

Uncoverings :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in 

Lithuanian photography / 黃舒屏, 蔡昭

儀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 11104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571-8 (平

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4781  

村之寫真 : 凝視而後行動的力量 / 董

淨瑋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裏路文

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152 面; 23

公分 .-- (地味手帖 ; 11) .-- ISBN 978-

626-95181-5-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攝影師 2.CST: 攝影作品 

3.CST: 藝術評論  959  

工藝美術 

光臨盛宴 : 2021 新竹光臨藝術節 / 蘇

于修, 陳淑萍, 林素卉主筆 .-- 新竹市 : 

新竹市政府, 11103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91-15-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光藝術 2.CST: 作品集  960  

混沌邊界 / 王連晟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北市立美術館, 11104 .-- 80

面; 16X20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7144-00-8 (精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多媒體 2.CST: 裝置藝術 

3.CST: 作品集  960  

藝術季成果專刊. 2021 / 林育如總編

輯 .-- 第一版 .-- 桃園市 : 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創新設計與經營學院, 11103 .-

- 96 面 ;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705-1-5 (精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視覺設計 2.CST: 作品集  

960  

觸發計畫 : 樹德科技大學視覺傳達

設計系 111 級畢業設計專刊 = Plan 

trigger : Shu-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111th 

graduation exhibition / 謝心怡, 蔡佳君, 

葉千瑜, 黃靖涵設計 .-- 高雄市 : 樹德

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11104 .-- 

208 面 ; 25 公 分  .-- ISBN 978-626-

95520-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視覺藝術 2.CST: 視覺設計 

3.CST: 作品集  960  

跨域創新國際設計研討會摘要集 . 

2022 =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Design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2022 / 

郭致維, 孫亞廷, 張竹君編輯 .-- 初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所, 11103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57-2-

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創意 3.CST: 文集  

960.07  

包浩斯在臺灣 = Bauhaus in Taiwan / 

丁怡文, 阮文盟, 吳佩珊, 林伯賢, 林

東陽, 林榮泰, 馬睿平, 陳俊良, 張晉

維, 曾梓峰, 羅森豪作 .-- 南投縣草屯

鎮  :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 

11104 .-- 16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570-1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包浩斯(Bauhaus) 2.CST: 工藝

設計 3.CST: 工藝美術 4.CST: 文集  

960.7  

圖案造型設計與應用 : 平面創造 X

裝飾造型 X 色彩創造 X 材料運用 X

空間造型 / 劉珂豔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4 .-- 180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 ISBN 978-626-332-303-2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圖案 2.CST: 設計  961  

設計思考 / 顏志晃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

252-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工業設計 2.CST: 視覺傳播 

3.CST: 創造性思考  964  

設計點子 3000 / 大谷秀映, 杉江耕平, 

ハラヒロシ, ハヤシアキコ, 平本久

美子, ヤマダジュン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10-213-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版面設計 2.CST: 平面設計  

964  

歐洲平面設計新浪潮 = New waves of 

European graphic design / gaatii 光体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401-554-2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平面設計 2.CST: 作品集 

3.CST: 歐洲  964  

Hello Paper!包裝趣 : 紙張的創意設計,

做出手感包裝的 100 種方法 / 朴聖熙

作 ; 楊雅純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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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18-22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包裝設計  964.1  

住宅美學年鑑. 2022 = Living & design 

2022 / 住宅美學編輯部合著 ; 陳宗岷

總編輯 .-- 臺北市 : 品客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27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077-1-0 ( 精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空間設計 2.CST: 室內設計 

3.CST: 作品集  967  

SketchUp 2022 室內設計繪圖講座 / 陳

坤松作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2-714-7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SketchUp(電腦程式) 2.CST: 室

內設計 3.CST: 電腦繪圖  967.029  

這是一本 SketchUp to LayOut 的書 : 

用一半時間畫兩套彩色施工圖 / 林

芷如著 .-- 第二版 .-- 臺中市 : 太陽系

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11105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4755-8-7 (平

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SketchUp(電腦程式) 2.CST: 室

內設計 3.CST: 電腦繪圖  96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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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寶設計 : 鑽石、有色寶石、珍珠

等 手 繪 技 法 全 圖 解  / 龔 豊 洋 (Leo 

Kung)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

文創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96-05-5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珠寶設計  968.4  

金屬線的包框飾  / 施于婕, 盧文松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出版社, 

11103 .-- 1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95772-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藝 2.CST: 手工藝 

3.CST: 裝飾品  968.5  

竹憶.逐藝 : 林能坤師傅的故事 / 陳子

辰, 姜以柔, 古耘碩, 林士弘, 郭鑫懋, 

柯妮君, 李彥霆作 .-- 嘉義縣民雄鄉 : 

重構大學路-認識、認同與共同行動

計畫, 11104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055-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林能坤 2.CST: 竹工 3.CST: 民

間工藝美術 4.CST: 臺灣傳記  969.6  

技藝 

花開花落間悟道  / 陳毓姍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831-3-4 (精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壓花  971  

明日之星閃亮公演. 二 0 二 0 第二十

五屆 : <<爾雅.釋天:月名>>少兒文創

舞劇 : 皋月.爾雅高徒典藏劇冊 / 星學

子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圖.文 ; 蔣

政堯總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星學

子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100 面; 27X30 公分 .-- ISBN 978-986-

93900-4-0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舞劇  976.6  

戲劇 

*文字構成中的實踐 : 徐華謙表演創

作報告 / 徐華謙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徐華謙, 11103 .-- 11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897-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表演藝術 2.CST: 藝術教育  

981.5  

總綱 : 北管劇本集 / 梁恩誠編 .-- 桃

園市 : 引子藝術團, 11105 .-- 冊 .-- 

ISBN 978-626-95873-0-8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傳統戲劇 2.CST: 北管音樂 

3.CST: 劇本  983.32  

認識布袋戲的第一本書 : 從尪仔製

作到手玩尪仔說唱故事去 / 林明德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17-716-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布袋戲  983.371  

霹靂盛典 : 風起雲湧 40 年 / 黃強華

作者口述 ; 葉郎文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5-261-2 (平裝 ) NT$500 .-- 

ISBN 978-626-335-262-9 ( 精 裝 ) 

NT$900 普遍級  

1.CST: 布袋戲 2.CST: 臺灣  983.371  

浮光掠影 : 從坎城影展六十周年鉅

獻看大師眼中的電影、影迷與電影

院 / 吳珮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貓

頭鷹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貓頭鷹書

房 ; 66) .-- ISBN 978-986-262-545-3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短片  987  

數位電影製作基礎知識與運用 / 丁

祈方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3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90-199-9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電影製作 2.CST: 數位攝影  

987.4  

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影像書 / 公

共電視, 十三月股份有限公司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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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6-

84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989.2  

遊藝；娛樂；休閒 

日本純喫茶物語 : 110 間昭和老派咖

啡店的紀錄與記憶 / 山之內遼著 ; 李

佳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44-43-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咖啡館 2.CST: 旅遊 3.CST: 日

本  991.7  

觀 光 學  : 遇 見 觀 光 拓 展 視 野  = 

Introduction to travel and tourism / 林玥

秀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3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95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旅遊業管理  

992  

國家公園的省思 : 張隆盛訪談錄 / 曾

華璧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03 .-- 174 面; 21 公分 .-- (Do 人物 ; 

81) .-- BOD 版 .-- ISBN 978-626-95869-

1-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張隆盛 2.CST: 國家公園 

3.CST: 訪談 4.CST: 臺灣傳記  

992.38  

野外求生 101 / 戴夫.坎特伯里作 ; 羅

亞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書坊文

化出版社, 11105 .-- 23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377-773-1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野外求生  992.775  

攀岩聖經 / 馬丁.莫巴頓, 斯蒂安.克里

斯托弗森著 ; 孫曉君翻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5 .-- 3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684-7-6 (平裝) NT$1350 普

遍級  

1.CST: 攀岩  993.93  

巧智世界 : 巧智拼球家族學習手冊 / 

楊儒勳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巧智有

限公司, 11103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88-0-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完全推理邏輯遊戲 / 羅波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資優

生系列 ; 46) .-- ISBN 978-986-453-165-

3 (平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換個方式這樣想 : 109 道邏輯思考遊

戲 / 艾薇.芬尼根(Ivy Finnegan)作 ; 桑

切斯(Sr. Sanchez)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352-

4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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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益智遊戲  997  

圖形思維測驗,強化大腦邏輯能力 : 

453 道有趣的邏輯訓練,沒有你找不

到的題目,只有你想不到的答案! / 張

祥斌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2-288-2 (平

裝) NT$37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中華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93-2 (第 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中華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92-5 (第 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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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9-214-

7 (第 25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國民數獨. 高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06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94-9 (第 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國民數獨. 進階篇 / 張惠雄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智力工作坊, 11106 .-- 

256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516-

95-6 (第 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換個方式這樣想 : 109 道數學挑戰遊

戲 / 艾薇.芬尼根(Ivy Finnegan)作 ; 桑

切斯(Sr. Sanchez)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

35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PC Engine 終極聖經 / 復古遊戲愛好

會編 ; 林克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數位原力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04-0-

7 (精裝) NT$1480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2.CST: 電動玩具  

997.82  

台北大空襲 : 遊戲設定集 = Raid on 

Taihoku / 迷走工作坊, 方兔工作室, 

鄧傑民, 諾米, 張衞帆, 鄭宜農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迷走工作坊有限公司, 

11105 .-- 96 面; 72 公分 .-- ISBN 978-

986-98963-2-0 (平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997.82  

自己動手做!Minecraft 經典創意實驗

室 / Project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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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81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最強 Minecraft 冒險基地建造大寶典 : 

附設計圖 / 麥塊職人組合作 ; 盧品霖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811-

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造形名家選集. 5 : 原創造形暨原型作

品賞析 塗裝與質感 / 玄光社作 ; 楊哲

群翻譯 .-- 新北市 : 北星圖書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62-20-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模型 2.CST: 工藝美術  999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政府出版品 

Kahirahira no riyar(sakatosa)海洋之門/

方銘總, 霓卡總編輯 .-- 初版 .-- 臺東

縣 : 臺東縣政府原民處, 11104 .-- 4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9-

80-6 (第 2 冊:精裝) NT$250 普遍級  

Taiwan prosecution archive: prosperous 

Taiwan, majestic Legitimacy: the special 

historical issue for the 77 anniversary of 

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volume 

A/editorial board 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Taiwan After-Care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For Victims 

Support .-- 臺 北 市  : 臺 灣 高 檢 署 , 

11103 .-- 37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43-82-5 (精裝) 普遍級  

Taiwan prosecution archive: prosperous 

Taiwan, majestic Legitimacy: the special 

historical issue for the 77 anniversary of 

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volume 

B/editorial board 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Taiwan After-Care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For Victims 

Support .-- 臺 北 市  : 臺 灣 高 檢 署 , 

11103 .-- 4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443-83-2 (精裝) 普遍級  

中正紀念堂展覽年鑑. 110 年=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exhibition 

yearbook 2021/簡惠文, 戴元琳編輯 .-- 

臺北市 : 中正紀念堂, 11103 .-- 8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532-568-8 (光

碟片) NT$100 普遍級  

水土保持單元叢書. 7, 陡坡坡面排水

渠道消能設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編著 .-- 南投縣 : 農委會水

保局,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00-63-9 (PDF) 普遍級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民事類/司法

院司法行政廳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司法院, 11103 .-- 冊 .-- ISBN 978-

986-5499-21-1 (全套:平裝) NT$860 普

遍級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刑事類/司法

院司法行政廳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司法院, 11103 .-- 冊 .-- ISBN 978-

986-5499-33-4 (全套 :平裝 ) NT$1660

普遍級  

司法研究年報. 第 38 輯, 行政類/司法

院司法行政廳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司法院, 11103 .-- 冊 .-- ISBN 978-

986-5499-12-9 (全套:平裝) NT$450 普

遍級  

本地 The Place: 台北/何亞芳, 吳亭諺, 

柯伯麟, 徐立真, 郭慧, 鄒明珆, 黃映

嘉, 鄭雅文, 蔡瑞伶, 馮忠恬, 顧瑋撰

稿; 羅健宏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北市產發局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0772-97-5 (PDF) 普遍級  

先天性脂肪代謝異常飲食手冊/臺大

醫院基因醫學部, 營養室合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醫院基因醫學部, 

11103 .-- 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5452-82-7 (平裝) 普遍級  

全國孝道教育優良作品集. 110 年/李

金鴦總編輯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 11103 .-- 247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06-38-9 (平裝) 

普遍級  

法律座談會彙編. 110 年, 民事(執)類/

臺灣高等法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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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高等法院, 11104 .-- 404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626-7119-12-9 (平裝) 

普遍級  

法律座談會彙編. 110 年, 刑事類/臺

灣高等法院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等法院, 11104 .-- 247 面; 22 公分 .-

- ISBN 978-626-7119-11-2 (平裝) 普遍

級  

花蓮縣農村再生執行計畫社區成果

集. 110 年度/連啟文總編輯 .-- 花蓮

縣 : 花縣府, 11104 .-- 65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29-68-3 (平裝) 普遍

級  

初鹿風華 騰躍百年/王秀玲, 張季珍

總編輯 .-- 臺東縣 : 臺東縣初鹿國小, 

11103 .-- 22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986-5419-82-0 (精裝) 普遍級  

致當下.遠觀: 2022 新北市美術家聯

展= To the moment.view from afar: 2022 

the Grand Exhibition of New Taipei City 

Artists/龔雅雯總編輯 .-- 新北市 : 新

北市文化局, 11103 .-- 381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5-03-7 (隨身碟) 普

遍級  

桑心酒店: 斗六高中 24 屆美術班畢

業畫冊/第 24 屆美術班全體人員作 .-

- 雲林縣 : 斗六高中, 11104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51-49-3 (精

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普遍級  

消費者保護研究. 第 26 輯/ .-- 臺北市 : 

行政院, 11104 .-- 2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7-90-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海洋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暨 論 文 摘 要 集 . 2022= 2022 Marine 

Leisure Management Conference/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科大休閒系, 

11106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080-7-5 (平裝) 普遍級  

陡坡坡面排水渠道消能設施= Energy 

dissipator of steep slope stream/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編著 .-- 南投

縣 : 農委會水保局, 11103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0-62-2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專

輯 : 暢 敘幽 情 - 水 墨 聯展 =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Center Exhibition: 

Telling the exquisite feelings joint 

exhibition of ink paintings/鍾麗香, 陳胤

汝, 張躍懷, 翁淮挹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勤益科大, 11103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920-0-5 (精裝) 

普遍級  

*清淨家園. 2021/涂智益總編輯 .-- 桃

園市 : 桃市都發局, 11103 .-- 127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7020-86-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覓屏東. 2022= Meet Pingtung/張儷薰

總編輯 .-- 屏東縣 : 屏縣府, 11106 .-- 

8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17-

15-6 (平裝) 普遍級  

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 第 83

期/最高法院編輯 .-- 臺北市 : 最高法

院,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9-09-9 (光碟片) 普遍級  

智慧建築設施管理建置指引/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編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

建研所, 11104 .-- 4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8-02-1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道南論衡: 政大中文全國研究生漢學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8 年/國立政

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政大中文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26-7-9 (PDF) 

普遍級  

螺旋微壓量測與校正技術之發展= 

Development of spiral micro-

manometers and calibration technique/王

順志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研所, 11105 .-- 33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125-31-1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歡迎來到勝利星村,和小 P 一起踏上

星的旅程!/劉美淑, 吳明榮主編 .-- 屏

東縣 : 屏縣府, 11103 .-- 2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7-12-5 (平裝) 

普遍級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一般行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歷屆

試題版套書. 2022/林志忠, 蔡力, 楊銘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

520-991-9 (全套:平裝) NT$1955 普遍

級  

(一般行政)普通考試/地方四等頻出

題庫版套書. 2022/尹析, 賴小節, 蔡力, 

楊銘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

986-520-990-2 (全套 :平裝 ) NT$1785

普遍級  

(一般警察/警察特考)刑法概要(題庫

+歷年試題)/溫陽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29-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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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002-9 (PDF) 普遍級  

(升大學測)自然科全真模擬考/龍天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4 .-- 25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20-985-8 (平裝) 普遍級  

(升大學測)社會科全真模擬考/金倫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4 .-- 2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37-027-2 (平裝) 普遍級  

(升大學測)英文科全真模擬考/丹吉

斯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04 .-- 3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37-032-6 (平裝) 普遍

級  

(升大學測)國文科(含國綜與國寫)全

真模擬考/邱鉦倫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27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37-028-

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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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01-2 (PDF) 普遍級  

(升大學測)數學(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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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20-983-4 (平裝) 普遍

級  

(升大學測)數學(B)科全真模擬考/學

寧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30-2 (PDF) 普遍級  

(地政士)一次考上地政士證照(專業

科目+國文)/陳椿鶯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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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986-520-986-5 (PDF) 

普遍級  

(行政警察人員四等)一般警察人員

課文版套書. 2022/駱英, 歐恩, 林志忠, 

林俐, 警察編輯小組, 成琳, 王強, 南

春白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

986-487-836-9 (全套 :平裝 ) NT$4160

普遍級  

(技術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

術士學術科考照勝經/羅杰晟, 呂俊

彥, 鄭瀚軍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6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17-3 (平裝) 

普遍級  

(事務管理)鐵路特考佐級課文版套

書. 2022/李宜藍, 邱樺, 歐森, 白崑成, 

成宜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

626-337-004-3 (全套 :平裝 ) NT$2710

普遍級  

(事務管理)鐵路特考佐級題庫版套

書. 2022/高朋, 尚榜, 汪大成, 蔡力, 凱

旋, 張恆, 任穎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37-018-0 (全套:平裝) 

NT$227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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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37-003-6 (PDF) 普遍級  

(初等考試)戶籍法規大意歷年試題

澈底解說/紀相編著 .-- 第四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99-5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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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82-7 (PDF) 普遍級  

(消防警察人員四等)一般警察人員

課文版套書. 2022/駱英, 歐恩, 林志忠, 

林俐, 警察編輯小組, 張大帥, 夏鵬翔, 

曾禹童, 陳名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626-337-000-5 (全套:平裝) 

NT$4740 普遍級  

(海巡行政(三等))海巡特考課文版套

書. 2022/駱英, 歐恩, 龍宜辰, 許願, 劉

似蓉, 江南, 蔡玉荷, 溫陽, 劉偉祥, 何

瑞修, 尹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88-9 ( 全 套 : 平 裝 ) 

NT$367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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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05-0 (PDF) 

普遍級  

(高普考)國考教育行政類專業科目

重點精析/艾育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07-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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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92-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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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0-987-2 (PDF) 

普遍級  

(教師甄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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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7-009-8 (PDF) 普遍級  

(教甄教檢)素養導向: 幼兒園/國小/

中學教師檢定國語文能力測驗全真

模擬測驗/邱鉦倫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10-4 (PDF) 

普遍級  

(教甄教檢)國語文歷年試題+模擬試

題解題聖經. 十一, 110 年度/邱鉦倫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3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84-1 (平裝) 普遍級  

(移民行政人員(三等／四等))移民特

考套書. 2022/駱英, 歐恩, 龍宜辰, 許

願, 劉似蓉, 翊傑, 尹析, 張瀚騰, 禾翔, 

溫陽, 智摩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20-989-6 ( 全 套 : 平 裝 ) 

NT$3875 普遍級  

*(最新 ITS 認證版)Python 零基礎入

門班(含 ITS Python 國際認證模擬試

題)/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49-7 (PDF) NT$420

普遍級  

(場站調車)鐵路特考佐級課文版套

書. 2022/李宜藍, 邱樺, 歐森, 白崑成

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

337-008-1 (全套:平裝) NT$2500 普遍

級  

(場站調車)鐵路特考佐級題庫版套

書. 2022/高朋, 尚榜, 汪大成, 蔡力, 凱

旋, 白崑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37-020-3 ( 全 套 : 平 裝 ) 

NT$2145 普遍級  

(郵政招考)勝出!國文主題式題庫+歷

年試題/高朋, 尚榜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0-998-

8 (平裝) 普遍級  

(郵政招考)郵政三法大意全真模擬

題庫/陳金城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26-5 (平

裝) 普遍級  

(運輸營業)鐵路特考佐級課文版套

書. 2022/李宜藍, 邱樺, 歐森, 陳金城, 

白崑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

626-337-006-7 (全套 :平裝 ) NT$2535

普遍級  

(運輸營業)鐵路特考佐級題庫版套

書. 2022/高朋, 尚榜, 汪大成, 蔡力, 凱

旋, 陳金城, 白崑成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 ISBN 978-626-337-019-7 (全套:平裝) 

NT$2015 普遍級  

(電力工程)鐵路特考佐級課文版套

書. 2022/李宜藍, 邱樺, 歐森, 陳新, 鄭

祥瑞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

626-337-013-5 (全套 :平裝 ) NT$2710

普遍級  

(電力工程)鐵路特考佐級題庫版套

書. 2022/高朋, 尚榜, 汪大成, 蔡力, 凱

旋, 鄭祥瑞, 陸冠奇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 ISBN 978-626-337-022-7 (全套:平裝) 

NT$2225 普遍級  

(電子工程)鐵路特考佐級課文版套

書. 2022/李宜藍, 邱樺, 歐森, 陳新, 陳

震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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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

337-014-2 (全套:平裝) NT$2670 普遍

級  

(電子工程)鐵路特考佐級題庫版套

書. 2022/高朋, 尚榜, 汪大成, 蔡力, 凱

旋, 甄家灝, 陸冠奇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 ISBN 978-626-337-023-4 (全套:平裝) 

NT$2260 普遍級  

(機械工程)鐵路特考佐級課文版套

書. 2022/李宜藍, 邱樺, 歐森, 張千易, 

周家輔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

626-337-011-1 (全套 :平裝 ) NT$2620

普遍級  

(機械工程)鐵路特考佐級題庫版套

書. 2022/高朋, 尚榜, 汪大成, 蔡力, 凱

旋, 何曜辰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37-021-0 ( 全 套 : 平 裝 ) 

NT$2240 普遍級  

(機檢工程)鐵路特考佐級課文版套

書. 2022/李宜藍, 邱樺, 歐森, 陳新, 祝

裕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

337-012-8 (全套:平裝) NT$2710 普遍

級  

(機檢工程)鐵路特考佐級題庫版套

書. 2022/高朋, 尚榜, 汪大成, 蔡力, 凱

旋, 陸冠奇, 何曜辰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 ISBN 978-626-337-024-1 (全套:平裝) 

NT$2355 普遍級  

108 課綱化學實驗總滙/詮達文教編

輯委員會編著 .-- 臺中市 : 詮達文教, 

11104 .-- 219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093-0-0 (平裝) 普遍級  

109、110 年導遊領隊考古題/黃國禎

編 著  .-- 一 版  .-- 新 北 市  : 松 根 , 

11104 .-- 2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962-0-1 (平裝) 普遍級  

*2000+公職英文單字口袋書/林雅應

編 .-- 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47-4 

(PDF)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書: 一起來玩沙/李思娉

總編輯; 劉鵑菁, 謝美芳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 

11105 .-- 1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83-5-8 (平裝)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書: 出發了/李思娉總編

輯; Nicko Huang, 謝美芳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 

11105 .-- 1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83-8-9 (平裝)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書: 風箏飛呀飛/李思娉

總編輯; 薇光年, 謝美芳繪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 

11105 .-- 1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83-7-2 (平裝) 普遍級  

5Q 啟蒙遊戲書: 餅乾送給你/李思娉

總編輯; Mandie Kuo, 謝美芳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11105 .-- 1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83-6-5 (平裝) 普遍級  

9+1 多元課程: 國語注音(讀本)/學習

工場教研團隊總編輯 .-- 臺中市 : 學

習工場數位科技, 11103 .-- 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53-31-6 (平裝) 

普遍級  

CLIL mathematics couse book. 

1A/authors Yei-Hui Lu, Yuan Yuan .-- 

臺南市 : 麥奇飛翔, 11103 .-- 1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89-0-9 (平

裝) 普遍級  

CSEPT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全真

測驗. 第一級= College Student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陳坤田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書林, 11103 .-- 1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45-981-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EZ100 學測化學總複習 /林成彥編

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科技, 11103 .-

- 3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8-

140-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e 通高中解析數學: 2008-2022 歷屆學

科能力測驗暨詳解/林廷熹, 張立編

著 .-- 七版 .-- 高雄市 : 林廷數學 , 

11103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840-4-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Feely fun tales : penguins go fishing/李

思娉總編輯; 蕭秝緁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11105 .-- 

1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903-2-2 (平裝) 普遍級  

Feely fun tales: I love cookies/李思娉總

編輯; Nicko Huang 繪圖 .-- 初版 .-- 新

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11105 .-- 16

面 ; 21X21 公 分  .-- ISBN 978-626-

95903-0-8 (平裝) 普遍級  

Feely fun tales: Lenny's shoes/李思娉總

編輯; 李吳宏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 11105 .-- 16 面 ;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03-1-

5 (平裝) 普遍級  

Feely fun tales: messy lion/李思娉總編

輯; 郭于菁繪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吉的堡網路科技 , 11105 .-- 16 面 ;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383-9-

6 (平裝) 普遍級  

Lite 輕複習講義. 理化/潘昊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18-

3 (平裝) 普遍級  

Lite 輕複習講義. 理化(教師用)/潘昊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5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19-0 (平裝) 普遍級  

Lite 輕複習講義. 數學/陳宗樺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24-

4 (平裝) 普遍級  

Lite 輕複習講義. 數學(教師用)/陳宗

樺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5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25-1 (平裝) 普遍級  

Mullet and its aquaculture/edited by I 

Chiu Liao, Eduardo M. Leaño .-- 1st 

edition .-- 基隆市 : 海洋大學媒體出版

中心, 11103 .-- 1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811-7-0 (精裝) NT$1400 普

遍級  

*PVQC 科普教育英文詞彙物理類專

業級分類與解析/黃種傑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4 .-- 

1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25-6 (平裝) 普遍級  

Reach first math/于善珍主編 .-- 二版 .-

- 臺 中 市  : 學 習 工 場 數 位 科 技 ,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653-30-

9 (全套:平裝) NT$8820 普遍級  

Super fun(workbook). 4= 國小英語. 第

四冊/張曉莉, 陳昭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4 .-- 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86-57-5 (平裝) 

普遍級  

Taking off(assignment book)/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北市 : 希

伯崙公司, 11105 .-- 56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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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441-649-3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Taking off(practice book)/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北市 : 希

伯崙公司, 11105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648-6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Taking off(student's book)/authors 

LiveABC Editorial Staff .-- 臺北市 : 希

伯崙公司, 11105 .-- 12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441-646-2 (第 1 冊:平

裝) 普遍級  

Town musicians of Bremen: wee 

talk!wee play! teacher's manual. purple 

B/editorial director Peggy Huang .-- 臺

北市 : 佳音, 11104 .-- 25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448-923-7 (平裝) 普遍

級  

八週帶你讀公共政策(公職三四等)/

許展維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輔考資訊, 11103 .-- 44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24-30-7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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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37-6 (EPUB) 

普遍級  

八週帶你讀民法與刑法總則/三民名

師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104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53-6 (平裝) 普遍

級  

八週帶你讀行政法(概要)(公職三四

等)/李由, 林實恭編著 .-- 八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38-3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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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50-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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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4-39-0 

(EPUB) 普遍級  

八種思維圖提升孩子的思考力: 有效

開發孩子的全腦學習與閱讀素養/孫

易新, 沈紅亮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8-223-3 (EPUB) 普遍級  

土木國家考試試題詳解. 110/九華土

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 臺北市 : 九樺, 

11104 .-- 5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108-0-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土地行政大意/許文昌, 林玉祥編著 .-

- 20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070-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土地行政大意解題一本通 /許文昌 , 

林玉祥編著 .-- 13 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4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71-8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土地行政與土地法規/胡劭安編著 .-

- 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62-7 (PDF) 

普遍級  

土地法大意/許文昌, 林玉祥編著 .-- 

20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055-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土地法大意解題一本通/許文昌, 林

玉祥編著 .-- 1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03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56-5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土地登記概要/陸雨農編 .-- 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64-1 (PDF)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 公民(全)/于珊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609-1 (平裝)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公民(教師用)(全)/

于珊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08-4 (平裝)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地理(全)/夏千洛, 

黃婕晴, 陳達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39-8 (平裝)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地理(教師用)(全)/

夏千洛, 黃婕晴, 陳達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38-1 (平裝)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英語(全)/藍煌宇, 

王秀芝, Chris Chen 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翰林, 11105 .-- 352 面; 31 公分 .-

- ISBN 978-626-312-620-6 (平裝) 普遍

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英語(教師用)(全)/

藍煌宇, 王秀芝, Chris Chen 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35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621-3 (平

裝)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國文(全)/陳靜宜, 

黃信銘, 蔡雅惠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5 .-- 3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33-6 (平裝) 普遍

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國文(教師用)(全)/

陳靜宜, 黃信銘, 蔡雅惠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3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32-9 (平

裝)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理化(全)/唐非凡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614-5 (平裝)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理化(教師用)(全)/

唐非凡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15-2 (平裝)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全)/陳震昌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630-5 (平裝)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數學(教師用)(全)/

陳震昌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31-2 (平裝)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 歷史(全)/張文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611-4 (平裝) 普遍級  

大滿貫複習講義. 歷史(教師用)(全)/

張文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10-7 (平裝) 普遍級  

大數據考點直擊 公共管理(申論題)/

王濬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

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8-26-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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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考點直擊: 國文(測驗題)/林嵩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04 .-- 50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8-33-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大數據行政法 申論題/子雲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4 .-- 7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31-0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大學轉學考物理試題解析 . 105-109

年度/劉宗儒編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偉文, 11103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739-5-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大講堂文言文 15 篇/陳修齊, 張雅惠, 

黃文怡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04-6 (平裝) 普遍級  

小太陽讀本/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

輯 .-- 第 2 版 .-- 新北市 : 小學堂文化, 

11105 .-- 48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42-2-1 (精裝) 普遍級  

小星星讀本/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

輯 .-- 第 2 版 .-- 新北市 : 小學堂文化, 

11105 .-- 48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42-0-7 (精裝) 普遍級  

工程數學學習要訣/劉明昌編著 .-- 19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34-039-8 (下冊:

平裝) NT$750 .-- ISBN 978-626-334-

054-1 (上冊:平裝) NT$750 普遍級  

不動產估價概要/陳仕弘編著 .-- 十一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24-59-8 (平裝)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專業科目歷屆試題詳

解/曾榮耀, 謝志昌, 許恒輔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6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037-

4 (平裝) NT$62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111 版/蕭

華強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48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03-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不確定的年代 ,我有確定的價值觀 : 

品格挑戰快樂假日版(1-3 年級學生

本)/LifeWay 編寫小組著; 黃耀禮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1103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50-847-0 (平裝) 普遍級  

不確定的年代 ,我有確定的價值觀 : 

品格挑戰快樂假日版(4-6 年級學生

本)/LifeWay 編寫小組; 黃耀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 

11103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50-848-7 (平裝) 普遍級  

不確定的年代 ,我有確定的價值觀 : 

品 格 挑 戰 快 樂 假 日 版 ( 教 師

本)/LifeWay 編寫小組著; 黃耀禮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1103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550-846-3 (平裝) 普遍級  

中華郵政外勤人員考前速成(國文、

郵政法、交通安全常識、臺灣自然

及人文地理)/金庸, 林敏玄, 林世川編

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3 .-- 67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82-5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企業管理大意: 重點

整理+試題精選/楊鈞編著 .-- 第十二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64-

9 (平裝) NT$590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 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樂達, 周宇, 杰魯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61-8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企業管理大意/畢斯尼

斯 編  .-- 十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4 .-- 7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1-75-7 (平裝)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三法大意及洗錢

防制法大意/胡劭安編 .-- 二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4 .-- 3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21-69-6 (平裝) 普遍

級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

安全常識/胡劭安, 艾晟編 .-- 六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41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68-9 (平裝)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英文/王文充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74-

0 (平裝) 普遍級  

中鋼英文(員級適用)速成總整理/宏

典文 化中 鋼招 考對 策研 究小 組編

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24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67-

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中鋼國文(員級適用)速成總整理/宏

典文 化中 鋼招 考對 策研 究小 組編

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2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66-

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中鋼機械概論(員級適用)速成總整

理/宏典文化中鋼招考對策研究小組

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2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865-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中鋼機械製造與識圖(員級適用)速

成總整理/宏典文化中鋼招考對策研

究小組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2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868-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內勤國文/陳雲飛編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52-9 (EPUB) 

普遍級  

公司證交立大功/易昊, 浩然編 .-- 二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4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30-3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公民/韓菲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4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36-

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公民(公職五等)/洪明明編著 .-- 二十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04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34-5 (平裝) 普遍級  

公務人員考試政府採購法(含概要)/

胡劭安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1-54-2 (平裝) 普遍級  

*公職小六法/廖震, 胡劭安編 .-- 十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48-1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工程力學

( 含 工 程 力 學 概 要 、 機 械 力 學 概

要))(105-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祝裕, 

程東, 張皓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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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73-9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工程數

學)(103-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程逸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145-6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工程數

學)(103-110 年試題)(測驗題型)/程逸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146-3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公務員法

( 含 公 務 員 法 概 要 ))(104-110 年 試

題)(申論題型)/鄭瑋, 魏合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74-6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心理學

(含心理學概要))(106-110 年試題）

(申論題型)/黃崴, 張心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154-8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文化人類

學)(97-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丁永

恩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159-3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文化行政

與政策分析(含文化行政概要))(101-

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洪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58-6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文化資產

概論與法規)(97-110 年試題)(申論題

型)/洪澤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7-152-4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世界文化

史(含世界文化史概要))(101-110 年試

題)(申論題型)/丁永恩編著 .-- 一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153-1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半導體工

程)(99~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袁大

為, 劉強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7-132-6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各國人事

制度)(103-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袁

湘琴, 高士奇, 和眾, 陳賢舫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57-9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自動控

制)(99-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張碩, 

詹森, 韓特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40-1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流體力學

(含流體力學概要、流體力學與水文

學、流體力學與流體機械))(104-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林禾, 林靖, 李祥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182-1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

要)(105-110 年試題)(測驗題型)/張逸

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139-5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計算機概

論 ( 含 計 算 機 概 要 、 計 算 機 系

統))(103-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張逸, 

劉逸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138-8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財政學

(含財政學概論、財政學概要))(105-

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張天啟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43-2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基本電

學)(100-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陳澤, 

余宏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137-1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現行考銓

制度(含現行考銓制度概要))(107-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袁湘琴, 和眾, 

官昊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156-2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統計學

(含統計學概要))(105-110 年試題)(申

論題型)/張翔 , 張璇 , 徐明 , 李昱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130-2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通信與系

統 ( 含 通 信 系 統 概 要 、 通 訊 系

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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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36-4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電力系

統)(103-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林力, 

袁大為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7-147-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電子儀表

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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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35-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電子學

( 含 電 子 學 概 要 、 電 子 學 與 電 路

學))(106-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劉強, 

鄧茗, 張鼎(胡建全), 袁大為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48-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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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

劉強, 鄧茗, 張鼎(胡建全), 袁大為, 余

宏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134-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電磁學

(含電磁學與電磁波))(100-110 年試

題)(申論題型)/李長綱, 袁大為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33-3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電機機械

( 含 電 工 機 械 概 要 ))(104-110 年 試

題)(申論題型)/陳澤, 曾誠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49-4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熱力學

(含熱工學、熱力學與熱傳學))(103-

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林禾, 李祥, 

姜伯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7-181-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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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機械設

計)(104-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姜伯, 

莊仲, 祝裕, 程東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80-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輸配電學

概要)(99-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曾

誠, 陳澤, 蔡宏恩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50-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藝術概論

(含藝術概要))(101-110 年試題)(申論

題型)/高尚谷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55-5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務員法(含

公 務 員 法 概 要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4-110 年試題)/鄭瑋, 魏合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4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167-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文 化 人 類

學)(申論題型). 2022(97-110 年試題)/

丁永恩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

教育, 11104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60-9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世界文化史

( 含 世 界 文 化 史 概 要 ))( 申論 題 型 ). 

2022(101-110 年試題)/丁永恩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

162-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本國文學概論

( 含 本 國 文 學 概 要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1-110 年試題)/李華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65-

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 (各國人事制

度)(申論題型). 2022(103-110 年試題)/

袁湘琴, 高士奇, 和眾, 陳賢舫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

164-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租稅各論)(申

論題型). 2022(100-110 年試題)/張天

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12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7-189-0 (平裝) NT$22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租稅各論)(測

驗題型). 2022(100-110 年試題)/張天

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2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7-190-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財政學(含財

政學概論、財政學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5-110 年試題)/張天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1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

142-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財政學(含財

政學概論、財政學概要))(測驗題型). 

2022(105-110 年試題)/張天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36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

141-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商事法)(申論

題型). 2022(102-110 年試題)/文心, 何

菲, 筱喻, 葉權, 賽利絲, 魏合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1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7-

188-3 (平裝) NT$34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現行考銓制度

(含現行考銓制度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7-110 年試題)/袁湘琴, 和眾, 

官昊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4 .-- 1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63-0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

文、法學知識、英文、綜合法政知

識))(測驗題型). 2022(110 年試題)/李

華, 林聰, 陳弘, 楊華, 鄭瑋, 廖國宏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 

11104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7-184-5 (平裝)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藝術概論(含

藝術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1-110

年試題)/高尚谷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2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161-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 自然考科. 

112/林冠傑, 江騏, 游夏, 何瑋靜, 莫旻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鶴 立 , 

11104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978-78-4 (平裝) 普遍級  

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 社會考科. 

112/鄒臥龍, 羅士豪, 潘可仁, 林全, 林

翔, 洪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鶴

立, 11104 .-- 3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77-7 (平裝) 普遍級  

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 英文考科. 

112/吳少白, 吳喬豐, 黃翊帆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鶴立, 11104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74-

6 (平裝) 普遍級  

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 國文考科. 

112/金鳳, 廖筱雯, 許清龍, 沈風, 董澤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鶴 立 , 

11104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6978-73-9 (平裝) 普遍級  

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 數學 A 考科. 

112/王晴天, 偉賀鈞, 簡子傑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鶴立,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75-

3 (平裝) 普遍級  

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 數學 B 考科. 

112/王晴天, 偉賀鈞, 簡子傑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鶴立,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6978-76-

0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會計學滿分王總複習講

義. 2023 最新版/陳文欽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2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22-

6 (上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會計學滿分王總複習講

義. 2023 最新版/陳文欽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23-

3 (下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 數學 B 總複習講義 . 

2023 最新版/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3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

130-1 (平裝) 普遍級  

升高中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 理化. 5-

6 冊/薛力楓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797-4 (平裝) 普遍級  

升高中百分百 EZ 復習講義. 數學. 5-

6 冊/李數, 吳倍加編著 .-- 臺南市 : 南

一, 11104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796-7 (平裝) 普遍級  

升高中百分百主題式復習講義. 國文

/李志偉, 施教麟, 孟荀儒, 吳政穎編

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3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799-8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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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中百分百復習講義. 公民/王力

平, 李若妡, 施創譯, 陳得觀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4 .-- 17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804-9 (平裝) 普遍

級  

升高中百分百復習講義. 地理/王敬

甯, 林芊, 陳建智, 陳琪雅, 林佳瑩編

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2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03-2 (平

裝) 普遍級  

升高中百分百復習講義. 英語. 1-4 冊

/John Chen, 沈芷楹, 周萍, 邱鈺傑, 張

家榮, 蔡秀娟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800-1 (平裝) 普遍級  

升高中百分百復習講義. 英語. 5-6 冊

/沈芷楹, 周萍, 邱鈺傑, 張家榮, 蔡秀

娟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01-

8 (平裝) 普遍級  

升高中百分百復習講義. 歷史/林佑

儒, 劉永晴, 廖樂亮, 魏信陵, 楊書濠, 

許浚騰, 弗利曼, 李允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02-5 (平裝) 普遍級  

升高中超會考復習講義. 公民/王力

平, 李若妡, 施創譯, 陳得觀編著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4 .-- 24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30-793-6 (平裝) 普遍

級  

升高中超會考復習講義. 生物/凌蘭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788-

2 (平裝) 普遍級  

升高中超會考復習講義. 地科/林磊, 

黃焱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

790-5 (平裝) 普遍級  

升高中超會考復習講義. 地理/王敬

甯, 林芈, 陳建智, 陳琪雅, 林佳瑩編

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792-9 (平

裝) 普遍級  

升高中超會考復習講義. 英語/林筱

雯, 陳伶, 朱子昀, 張家榮編著 .-- 臺南

市 : 南一, 11104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786-8 (平裝) 普遍

級  

升高中超會考復習講義. 國文/張家

榮, 楊雅涵, 徐紫庭, 羅文婕, 巽哥, 林

蔚雲, 周駿城, 歐恩漪, 柯宇龍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38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785-1 (平裝) 

普遍級  

升高中超會考復習講義. 理化/許光, 

上民 , 惟璽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04 .-- 3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789-9 (平裝) 普遍級  

升高中超會考復習講義. 數學/高哲, 

郭靚 , 曾典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 

11104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30-787-5 (平裝) 普遍級  

升高中超會考復習講義. 歷史/李允, 

廖樂亮, 弗利曼, 許浚騰, 魏信陵, 林

佑儒, 楊書濠, 劉永晴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791-2 (平裝) 普遍級  

天才認字王/學習工場教研團隊作 .-- 

二版 .-- 臺中市 : 學習工場數位科技,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653-26-

2 (全套:平裝) NT$1280 普遍級  

日檢單字及聽力高分合格暢銷套書: 

精修重音版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檢

必背單字 N4+新制對應!絕對合格日

檢聽力 N4/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黃茗

楚, 大山和佳子合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山田社, 11105 .-- 冊 .-- ISBN 978-

986-246-685-8 (全套:平裝附光碟片) 

NT$684 普遍級  

月旦醫事法綜探研究. 四/洪嘉翎, 單

鴻昇, 劉依俐, 劉邦揚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1104 .-- 14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511-706-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丙級烘焙食品學術科速成攻略: 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甘甲烘焙研究室編

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4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34-9 (平裝) 普遍級  

丙級視覺傳達設計技能檢定學術科

題庫整理與分析/黃鴻錡編著 .-- 十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41-

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丙檢(人工記帳項)會計事務術科試

題練習本/盧奕, 啟芳會計研究室編

著  .-- 第 九 版  .-- 臺 北 市  : 啟 芳 , 

11104 .-- 2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699-4-6 (平裝) NT$265 普遍級  

主題百匯: 高中英文混合題/孫至娟, 

陳怡帆, 林晶瑩, 羅俊宏著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1104 .-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586-5-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古文關鍵一本就夠: 課綱推薦選文 14

篇暨名家經典/朱怡, 吳仁昌, 李麗君, 

陳惠宜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5 .-- 312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07-569-6 (平裝) 普遍

級  

司法四等法學緒論十二大常考法規

概念加強/棋許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4 .-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078-29-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司法四等憲法法規重點概念加強/郭

羿編 .-- 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4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28-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司律第一試 民事訴訟法定江山. 2022: 

極重點整理+經典題演練/宋定翔編 .-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4 .-- 552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78-35-8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司律第一試大科定江山. 2022: 行政

法極重點整理+經典題演練/孫權編 .-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

數位出版, 11104 .-- 616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078-32-7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台北捷運四合一全科快易通/胡劭安

編 .-- 五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70-2 

(PDF) 普遍級  

外匯交易專業能力測驗: 速成總整理

/李惠華編著 .-- 第 2 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104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71-7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外幣保單證照高分速成/三民名師群

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

訊, 11104 .-- 2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35-2 (平裝) 普遍級  

民事訴訟法/喬律師編著 .-- 十八版 .-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4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

315-8 (上冊:平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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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與刑事訴訟法大意/洪正, 李由

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

訊, 11104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64-2 (平裝) 普遍級  

民法(概要)測驗題完全制霸/許恒輔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4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申請入學贏在書審與面試 /孫貴珠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11-6 

(PDF) NT$420 普遍級  

企業概論 x 法學緒論-大滿貫/王毅, 

鄭中基編著 .-- 6 版 .-- 臺北市 : 志光

數位出版, 11103 .-- 586 面; 24 公分 .-

- ISBN 978-626-323-184-9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企業管理大意與洗錢防制法大意: 二

合一速成/楊鈞, 林崇漢編著 .-- 第二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6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73-

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企業管理毅卡通/王毅編著 .-- 四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1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194-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全民英檢初級 1500+仿真試題: 寫作/

葉德偉, 宋治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104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24-4 (平裝) 普遍級  

共同科目 25 天速成(公職)/三民名師

群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

資訊, 11104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61-1 (平裝) 普遍級  

共同科目 25 天速成(鐵路)/三民名師

群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

資訊, 11104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60-4 (平裝) 普遍級  

刑事訴訟法概要/陳毅弘, 李由編著 .-

- 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29-1 (平裝) 普遍級  

刑法進階篇解題書/旭律師, 科律師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66-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刑法總則申論題完全制霸/旭律師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3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59-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地政士考照主題式綜效題庫完全攻

略(四合一)/林育智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6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3-181-

8 (平裝) NT$880 普遍級  

地理(普及版)/林利嘉, 郭香君, 劉嘉

雲, 蔡慧瓊, 鄭俊彥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東大, 11105 .-- 20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19-3321-4 (平裝) 普遍

級  

多元型式作文: 新題型實戰攻略(不

動產)/陳雲飛, 黎容芝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40-6 

(EPUB) 普遍級  

多元型式作文: 新題型實戰攻略(記

帳士)/陳雲飛, 黎容芝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51-2 

(EPUB) 普遍級  

多用圖法典: 證券交易法/里昂編著 .-

- 三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3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

198-6 (平裝) NT$330 普遍級  

多益必考單字 300/大新科技出版有

限公司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新科

技, 11105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8620-93-3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年表圖說歷史. 世界史篇/趙祐志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

14-9 (平裝) NT$125 普遍級  

老師解題: 民法(財產法)/宋定翔, 寶

拉編 .-- 三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3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27-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老師解題: 刑法/陳介中編 .-- 八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

版, 11104 .-- 7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34-1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老師解題: 強制執行法/施行編 .-- 八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3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25-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考典.強迫上榜: 申論題全方位完勝

52 招,一本搞定國考、公職、研究所

與各類證照!/陳膺宇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54-7 (EPUB) 普遍級  

自來水管配管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四, 試題 305 及 306 解析/洪崇博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笙,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

219-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行政法(概要): 主題式進階問題集(測

驗題型). 2022 版/林憲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74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986-275-869-4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行政法概要/胡劭安編 .-- 八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65-8 (PDF) 普遍級  

*行政學概要/太閣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58-0 (PDF) 普遍級  

行銷學(行銷管理)/邵康編著 .-- 十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24-62-8 (平裝) 普遍級  

技師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電機工程

技師)(102-110 年試題)/劉強, 鄧茗, 張

鼎(胡健全), 袁大為, 劉承, 程逸, 陳澤, 

林力, 曾誠等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71-5 (PDF)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及第寶典. 1/Hali 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謳馨, 11105 .-- 

128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5225-6-9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及第寶典. 3/Hali 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謳馨, 11105 .-- 

13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

95225-7-6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一本 GO(A 版). 

第三冊/楊智民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593-1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

(乙版)/余佳樺, 郭皇甫編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育達文化, 11103 .-- 2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18-88-3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飾品設

計與實務. 上冊/葉怡君, 陳姿樺, 馮家

慧, 王士倫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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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科大圖書, 11104 .-- 16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523-424-9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機

電製圖實習/柯雲龍, 谷振義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4 .-

- 3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

423-2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資訊科技/王雅

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科友 , 

11103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64-390-5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

基本電學 . 上冊 /王成緒 , 胡孝慈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紅動創新 , 

11103 .-- 2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06402-5-0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Focus 焦點講義詳解本(乙版). 三/烏

龍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 

11103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0-16-3 (平裝) NT$75 普遍級  

投資型保險商品第二科: 重點/考題 2

合 1/廖乃麟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

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27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275-870-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資格測驗: 經

典講義與試題/高朝樑編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東展文化, 11104 .-- 4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9235-86-0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秀秀,你在畫什麼?: 主題探索書/康軒

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26-372-7 (平裝) 

普遍級  

周易的司律二試刑法解題書/周易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化, 

11104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57-464-313-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法學知識(憲法+法學緒論)題庫/三民

名師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輔考資訊, 11104 .-- 600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7124-31-4 (平裝) 普遍

級  

物理. 111 版/鄭維編著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03 .-- 5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3-197-9 (平裝) 

NT$620 普遍級  

物理探究實作及實驗題解法/張鎮麟

編著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3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224-

409-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物權法題型破解/唐浩編著 .-- 十版 .-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3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93-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社會工作(概要)解題完全制霸/龍昇

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38-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概要): 解題完

全制霸/龍昇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608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34-061-9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社會學習用書國考譯站. 111 版/柳靖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3 .-- 34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187-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空 中 美 語 國 中 文 法 講 義 ( 學 生

版)/editor-in-chief Eunice Lin .-- 臺北

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0804 .-- 冊 .-- 

ISBN 978-957-9639-85-9 (全套:平裝) .-

- ISBN 978-957-9639-84-2 (第 6 冊:平

裝) NT$300 普遍級  

初等主題式法學大意讀本.題庫二合

一. 112 版/陳晟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85-

6 (平裝) NT$630 普遍級  

初等考: 會計學大意. 112 版/文呈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199-3 (平裝) NT$620 普遍級  

初等考試 2023 試題大補帖(公務員法

大意)(105-111 年初考試題)(測驗題

型)/魏合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79-1 (PDF) 普遍級  

初等考試 2023 試題大補帖(法學大

意)(106-111 年初考試題)(測驗題型)/

廖國洪宏,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78-4 (PDF) 普遍級  

初等考試 2023 試題大補帖(基本電學

大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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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77-7 (PDF) 

普遍級  

初等考試 2023 試題大補帖(電子學大

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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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76-0 (PDF) 普遍級  

初 等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 公 民 與 英

文)(測驗題型). 2023(107-111 年初考

試題)/Jacob Wu, 楊華, 文遠, 蔡邑, 高

士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166-1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 (公務員法大

意)(測驗題型). 2023(105-111 年初考

試題)/魏合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224 面; 23 公分 .-

- ISBN 978-626-327-169-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法學大意)(測

驗題型). 2023(106-111 年初考試題)/

廖國洪宏,鄭瑋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37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168-5 (平裝) 

NT$560 普遍級  

初階授信人員速成總整理 /林崇漢 , 

林彙桓編著 .-- 第 19 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104 .-- 6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80-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建築國家考試試題詳解. 110/九華土

木建築補習班編著 .-- 臺北市 : 九樺, 

11104 .-- 5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108-1-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拯救-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上榜 say 

yes/宮井鳴編著 .-- 2 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03 .-- 512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183-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政治學秒讀記憶/劉沛編著 .-- 第五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 38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191-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架構式刑法概要測驗題庫 Q&A. 111

版/周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3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198-6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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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大意/駱碁編授 .-- 初版 .-

- 臺中市 : 大鴻海文化, 11103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807-2-

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洗錢防制法大意/成起編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41-3 

(EPUB) 普遍級  

科學繪本故事/周家穎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 11103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864-4 (平

裝) NT$88 普遍級  

紅火作文/鄒彤憶主編 .-- 二版 .-- 臺

中市 : 學習工場數位科技, 11103 .-- 

冊 .-- ISBN 978-986-5653-24-8 (全套:

平裝) NT$600 普遍級  

美好食堂(教師手冊)/林玉菁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8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30-798-1 (平

裝) 普遍級  

英文(公職五等)/三民名師群編著 .-- 

二十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3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36-9 (平裝) 普遍級  

英文(銀行)/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

陽編著 .-- 十七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4-42-0 (EPUB) 普遍級  

英文題庫(教甄)/三民名師群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03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33-8 (平裝) 普遍級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速成/柳威

廷編著 .-- 第 8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104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79-3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計算機概論: 科技趨勢深度剖析/王

麗琴, 郭欣怡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24-0 (PDF) 普遍級  

家事事件法一本通/陳明珠編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58-

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核心思考高中數學講義/廖培凱, 吳

銘祥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晟景數位

文化, 11103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586-3-6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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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99-8 (下冊: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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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22-98-1 (下冊: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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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1-03-3 (下冊:平裝) 

普遍級  

病理學/郭熙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34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34-052-7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破解一試: 行政法歷屆試題體系精編

/嶺律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4 .-- 4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64-0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破解一試: 商事法歷屆試題體系精編

/翔律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3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46-6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破解一試: 憲法歷屆試題體系精編/

嶺律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3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57-2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神拿滿級分: 歷史學測總複習/梁賢

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05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565-8 (平裝) 普遍級  

租稅申報實務/施敏編著 .-- 18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68-8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素戰素決: 地科素養混合題本/張堯

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 11105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567-2 (平裝) 普遍級  

記帳士稅務相關法規概要與租稅申

報實務(二合一). 111 版/蘇允成, 蘇仁

偉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01-3 (平裝) NT$6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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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4-44-4 (EPUB) 普遍級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柯憲榮編著 .-- 十

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04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54-3 (平裝) 普遍級  

財政學(概要)解題完全制霸/施敏編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3 .-- 8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62-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財務管理 . 下 , 公司理財 /張永霖編

著 .-- 18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6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50-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財產法爭點即時通/朱熙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04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1-1-2 (平裝) 

普遍級  

逆轉勝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108 課

綱適用)/鄭呈因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龍騰文化, 11103 .-- 2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19-229-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 物理/陳正昇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4 .-- 24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40-4 (平裝) 普遍級  

高中地理複習週記/盧昕彤, 廖依俐, 

藍政, 黃愛信, 黃柏欽, 黃禮強, 尹詩

惠, 林怡芳, 陳怡儒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晟景數位文化, 11104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586-4-3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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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數學必考公式酷搜本 /王晴天 , 

孫唯洺編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104 .-- 22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95623-4-3 (平裝) 普遍級  

高中選修化學. III, 波以耳的實驗手

札/林萬寅, 楊美惠, 呂家榮, 陳怡宏, 

張祐穎, 廖窈萱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103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125-7 (平裝) 

普遍級  

高中選修化學透析教學講義. III, 化

學反應與平衡一/張祐穎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32-

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高中選修物理實驗活動手冊. III, 波

動、光及聲音/吳建毅編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3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03-5 (平

裝) 普遍級  

高普國文測驗秒速記憶. 111 版/田丹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3 .-- 34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626-323-186-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高普農業概論精要. 111 版/陳茂竹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193-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健康與護理: 我的健康手札/周翠玟, 

陳玉雯, 李敏鳳, 許麗芳, 萬彝芬, 劉

恩瑜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133-19-

4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7133-

33-0 (下冊:平裝) 普遍級  

健康與護理統測必勝寶典 /陳芬茹 , 

黃雅蕾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3 .-- 2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20-15-6 (平裝) 普遍級  

動手玩思維/永佳樂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長頸鹿文化, 11104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94-0-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動腦玩邏輯/永佳樂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長頸鹿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95894-1-8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95894-2-5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商業概論易點通總複習/江淑真, 朱

珍珍編著 .-- 第八版 .-- 臺北市 : 啟芳, 

11104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699-3-9 (上冊:平裝) NT$275 普

遍級  

國小生活課堂練習(教師用). 1 上/生

活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5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56-5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自然科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3

上/自然科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44-

2 (平裝) 普遍級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教師

用). 5 上/自然與生活科技編輯團隊

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34-3 (平裝) 普遍級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練習(教師

用). 6 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編輯

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

林, 11104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49-7 (平裝) 普遍級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教師用). 3 上/社

會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53-4 (平裝) 

普遍級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教師用). 5 上/社

會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35-0 (平裝) 

普遍級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教師用). 6 上/社

會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55-8 (平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1 上/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54-1 (平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5 上/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41-1 (平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6 上/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6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50-3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教師用). 4

年級/翰林作者群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翰林, 11105 .-- 19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12-628-2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數學 Win 贏數學高手. 4 年級/翰

林作者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

林, 11105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29-9 (平裝) 普遍級  

國文(公職五等)/陳雲飛編著 .-- 二十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3 .-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24-32-1 (平裝) 普遍級  

國文(測驗題型)/儒宏編 .-- 十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71-9 (PDF) 普遍級  

國文(銀行)/王曉瑜, 陳雲飛編著 .-- 八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4-45-1 

(EPUB) 普遍級  

國文主題讚複習講義/聚瀚, 惟璽, 江

海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 

11104 .-- 3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09-0 (平裝) 普遍級  

國文科歷屆大考試題分類解密/三民

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 十二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570-2 (平

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習作 . 第三冊 (4

上)/王郁軒, 王純姬, 沈白玲, 吳杏惠, 

柯孟昌, 徐佳璋, 陳淑苾, 楊世昌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8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18-5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課本 . 第三冊 (4

上)/王郁軒, 王純姬, 沈白玲, 吳杏惠, 

柯孟昌, 徐佳璋, 陳淑苾, 楊世昌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8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17-8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社會. 第三冊(4 上)/余政賢, 

周佩縈, 林展寬, 郭俊成, 陳彥如, 陳

錦堂, 黃美月, 游皓麟, 曾慧芬, 蔡佩

真, 蔡真宜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11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6-327-7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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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社會習作. 第三冊(4 上)/余

政賢, 周佩縈, 林展寬, 郭俊成, 陳彥

如, 陳錦堂, 黃美月, 游皓麟, 曾慧芬, 

蔡佩真, 蔡真宜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41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328-4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客語. 7/徐汎平, 徐敏莉, 賴

玉英編撰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

業, 11105 .-- 14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6075-74-2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客語教師手冊 . 7/吳秀美 , 

徐汎平, 徐敏莉, 賴玉英編撰 .-- 初

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105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075-76-

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客語課本. 第七冊/馮輝岳, 

劉咨廷, 魏良雄, 徐碧美, 羅秀玲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4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20-8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英語(student book). 第三冊/

林葉真, 馬玲波, 曾雅玲, 鄭茜文, 賴

素卿, 鍾佳慧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4 .-- 120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6-323-9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小學英語(student book). 第四冊/

林葉真, 馬玲波, 曾雅玲, 鄭茜文, 賴

素卿, 鍾佳慧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4 .-- 11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26-336-9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小學英語(workbook). 第三冊/林

葉真, 馬玲波, 曾雅玲, 鄭茜文, 賴素

卿, 鍾佳慧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4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24-6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小學英語(workbook). 第四冊/林

葉真, 馬玲波, 曾雅玲, 鄭茜文, 賴素

卿, 鍾佳慧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4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35-2 (平裝) 普遍

級  

國民小學國語. 第七冊(4 上)/鄒敦怜, 

林麗麗, 黃秀精, 林玲如, 陳佳釧, 侯

詩瑜, 顏如禎, 鄭雅芬, 陳怡文, 卓秋

汝, 林宥榕, 邱怡雯, 陳孟萍, 林書楷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1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25-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七冊(4 上)/鄒

敦怜, 林麗麗, 黃秀精, 林玲如, 陳佳

釧, 侯詩瑜, 顏如禎, 鄭雅芬, 陳怡文, 

卓秋汝, 林宥榕, 邱怡雯, 陳孟萍, 林

書楷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8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26-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閩南語. 7(臺羅版)/徐建華

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105 .-- 142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6075-73-5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閩南語備課用書. 7/徐建華

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真平企業, 

11105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6075-75-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七冊/王昭

華,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4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22-2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藝術. 第三冊(4 上)/李家菁, 

林岑怡, 林維佳, 周見信, 陳建廷, 陳

玲萱, 陳盈君, 陳嘉文, 劉永泰, 劉美

玲, 劉慧琪, 賴琦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177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319-2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藝術. 第四冊(4 下)/李家菁, 

林岑怡, 林維佳, 周見信, 陳建廷, 陳

玲萱, 陳盈君, 陳嘉文, 劉永泰, 劉美

玲, 劉慧琪, 賴琦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202 .-- 17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329-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課本 . 第三冊 (2

上)/林淑靜, 黃子欣, 閻珮玲, 鐘文生, 

鐘建坪編撰 .-- 再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8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30-795-0 (平裝) 普遍級  

國際私法/劉韋廷編著 .-- 八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60-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國際關係解題本. 111 版/韓青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50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90-

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國營事業 2022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

進職員(電機類)共同+專業(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楊華, 林聰, 

李長綱, 林力, 袁大為, 張鼎(胡建全), 

陳澤, 劉強, 鄧茗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83-8 (PDF)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行銷學(行銷管理學)/

馬可丁編 .--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1-52-8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政府採購法規 (含概

要)/胡劭安編 .-- 五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1103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55-9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英文題庫精選題庫完

全攻略/沈凱莉編 .-- 二十九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3 .-- 520 面; 23X24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44-3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國文(測驗題型)/儒宏

編  .-- 十 七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3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1-46-7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會計審計法規/全道豐

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

56-6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英文必考 1000 題/羅然編

著 .-- 第 7 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6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874-8 (平裝) NT$630 普遍級  

基本護理學經典題型解析/陳雅玲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4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51-0 (平裝) NT$680 普遍級  

捷運招考台北捷運四合一全科快易

通/胡劭安編 .-- 五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1-57-3 (平裝) 普遍級  

捷運國文含公文寫作(測驗題型)/寧

遠 編  .-- 十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1-72-6 (PDF) 普遍級  

捷運概論(含捷運法規及常識)/林敏

玄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3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96-2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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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甄複試一本通: 從試教到口試一次

搞定.夢想成真/王勝忠編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4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323-

195-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含:思

考架構、解題技巧)/何昀峯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053-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現時動態: 從 60 組混合題閱讀世界/

王雅芬, 詹佳鑫, 龍文編著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4 .-- 288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986-519-232-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統測高頻率字彙= Useful vocabulary 

for vocational students/王祈堯總編輯 .-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3 .-- 2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95-78-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貨幣銀行學/三民名師群編著 .-- 十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

7124-58-1 (平裝) 普遍級  

這是一本民法總則解題書/林政豪編

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1104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16-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這是一本各國人事制度解題書/James, 

良文育成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讀

享數位文化, 11104 .-- 4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64-314-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這是一本商事法選擇題/禕芙, 玲玲

七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

文化, 11103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12-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麻辣公民與社會麻辣複習講義(全)/

方雩, 呂仲恆, 洪雋典, 陳亞卉, 鄭淳

方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54-3 (平裝) NT$410 普遍級  

麻辣公民與社會勝經複習講義(全)/

方雩, 言晧, 呂仲恆, 陳亞卉, 陳書偉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53-6 (平裝) NT$370 普遍級  

麻辣生物麻辣複習講義/自然科編輯

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5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45-1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麻辣生物勝經複習講義/自然科編輯

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5 .-- 1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52-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麻辣地科麻辣複習講義/自然科編輯

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5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50-5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麻辣地理麻辣複習講義(全)/楊仁佐, 

陳秀鳳, 陳鈞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80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347-5 ( 平 裝 ) 

NT$410 普遍級  

麻辣地理勝經複習講義(全)/于捷, 吳

青耘, 俞詩琳, 郝薇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39-0 (平裝) 

NT$370 普遍級  

麻辣英語麻辣複習講義(全)/俞振舟, 

陳聆文, 阮翠蘭, 彭明瑋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4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43-

7 (平裝) NT$460 普遍級  

麻辣英語麻辣複習講義. 1-4 冊/俞振

舟, 陳聆文, 阮翠蘭, 彭明瑋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60-

4 (平裝) NT$340 普遍級  

麻辣英語麻辣複習講義. 5-6 冊/俞振

舟, 陳聆文, 阮翠蘭, 彭明瑋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61-

1 (平裝) NT$120 普遍級  

麻辣英語圖解 E 點通複習講義. 1-4

冊/蘇文賢, 彭明瑋, 劉昱成, 俞振舟, 

吳宜蓁, 李德彰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8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356-7 (平裝) 

NT$340 普遍級  

麻辣英語圖解 E 點通複習講義. 5-6

冊/蘇文賢, 彭明瑋, 劉昱成, 俞振舟, 

吳宜蓁, 李德彰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1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357-4 (平裝) 

NT$110 普遍級  

麻辣英語複習講義. 1-2 冊/詹麗馨, 朱

淑芬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5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31-4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麻辣國文麻辣複習講義(全)/王玉芬, 

張元慶, 簡易, 華子歆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3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42-0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麻辣國文麻辣複習講義. 1-4 冊/王玉

芬, 張元慶, 簡易, 華子歆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58-

1 (平裝) NT$340 普遍級  

麻辣國文麻辣複習講義. 5-6 冊/王玉

芬, 張元慶, 簡易, 華子歆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59-

8 (平裝) NT$120 普遍級  

麻辣國文勝經複習講義/鄭袖, 簡蕙

宜, 吳美珠, 顏婉玲編著 .-- 再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3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37-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麻辣國文複習講義. 1-2 冊/沈素妙, 莊

金鳳, 唐台健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13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330-7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麻辣理化麻辣複習講義(全)/自然科

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105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46-8 ( 平 裝 ) 

NT$440 普遍級  

麻辣理化麻辣複習講義. 3-4 冊/自然

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2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368-0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麻辣理化麻辣複習講義. 5-6 冊/自然

科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108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369-7 ( 平 裝 ) 

NT$110 普遍級  

麻辣理化勝經複習講義(全)/自然科

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105 .-- 288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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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26-341-3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麻辣理化勝經複習講義. 3-4 冊/自然

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19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370-3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麻辣理化勝經複習講義. 5-6 冊/自然

科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71-0 ( 平 裝 ) 

NT$110 普遍級  

麻辣數學易點通複習講義(全)/馮梵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49-9 (平裝) NT$390 普遍級  

麻辣數學易點通複習講義. 1-4 冊/馮

梵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66-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麻辣數學易點通複習講義. 5-6 冊/馮

梵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67-3 (平裝) NT$90 普遍級  

麻辣數學麻辣複習講義(全)/陳威理, 

范庭亮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05 .-- 3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44-4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麻辣數學麻辣複習講義. 1-4 冊/陳威

理, 范庭亮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8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362-8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麻辣數學麻辣複習講義. 5-6 冊/陳威

理, 范庭亮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63-5 ( 平 裝 ) 

NT$110 普遍級  

麻辣數學勝經複習講義(全)/數學科

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105 .-- 3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38-3 ( 平 裝 ) 

NT$440 普遍級  

麻辣數學勝經複習講義. 1-4 冊/數學

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272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26-364-2 ( 平 裝 ) 

NT$330 普遍級  

麻辣數學勝經複習講義. 5-6 冊/數學

科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65-9 ( 平 裝 ) 

NT$110 普遍級  

麻辣歷史麻辣複習講義(全)/程晞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5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48-2 (平裝) NT$410 普遍級  

麻辣歷史勝經複習講義(全)/蔣昕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5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40-6 (平裝) NT$370 普遍級  

最新六合一食品技師歷屆綜合題庫

完全解析. 111 版/零壹, 家欣, 常瑛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 3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

189-4 (平裝) NT$650 普遍級  

最新機車考照手冊/ .-- 第七版 .-- 新

北市 : 文全, 11104 .-- 144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986-99124-3-3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就業相關考試金融科技知識/陳金知

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

67-2 (平裝) 普遍級  

就業相關考試英文(中翻英、英翻中、

作文及閱讀測驗)翻譯寫作完全攻略/

沈凱莉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1-45-0 (平裝) 普遍級  

就業相關考試貨幣銀行學(含概要)/

平心編 .-- 十三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5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1-61-0 (平裝) 普遍級  

就業相關考試農田灌溉排水概要/程

林 編  .-- 七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3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21-63-4 (平裝) 普遍級  

就業相關考試農業概論/任瑞書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53-

5 (平裝) 普遍級  

就業相關考試數理邏輯分析(含邏輯

推理)/司馬明編 .-- 十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3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66-5 (平裝) 普遍級  

普通生物學/沈浩著 .-- 九版 .-- 臺中

市 : 及第, 11104 .-- 6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656-4-1 (上冊:平裝) 

NT$730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

域機器人專題: 自駕車科技與實作/

曹朱榜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21-7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

領域一日配音員/林芳雪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13-2 (平

裝) NT$44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

領域音樂劇的誕生/張貴婷, 楊湘瑜, 

洪瑟勵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17-0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

領域基本設計= Basic desigh/鄭茜文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泰 宇 , 

11103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22-4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

領域新媒體藝術= New media art/曹筱

玥, 許芳嫚, 羅文景, 洪千玉, 張美雀, 

張曉菁, 蔡佾承, 熊婕宇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24-8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

活動領域家政(乙版)/宋美貴, 林盈聿, 

王屏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育達文

化, 11103 .-- 2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818-87-6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3/黃德壽, 池欣玲, 陳建森, 陳建樺, 詹

恩華, 王嘉吉, 劉安鈞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謳馨, 11105 .-- 2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225-9-0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健康與體育

領域體育授課指引. 第三冊/尤聰銘, 

王鍵銓, 江振德, 李毓慧, 柯玉貞, 胡

瑜丰, 許銘雄, 陳志崑, 蔡宗儒, 謝孟

媚, 蘇靖雯編著委員 .-- 再版 .-- 新北

市 : 泰宇, 11104 .-- 1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33-25-5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篇章寫作 1+1. 第三

冊/張琇雲, 許惠姍, 鄭旭倫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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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

564-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數學 A 學習講義. 第三冊

/林國華, 高天德, 董維新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

578-8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公民與社會. 第

一冊/雷雲作 .-- 四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5 .-- 225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307-581-8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探究活動手冊 . 

IV/林威志, 陳映辛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589-4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探究活動手冊. 

III/林威志, 陳映辛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588-7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習作. III/鍾昭

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05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582-5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習作. IV/化宇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5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07-592-4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學習講義. III/

吳民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5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590-0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學習講義. IV/

洪碩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5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591-7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健康與護理授課指引. 上/陳

玉雯, 李敏鳳, 葉怡君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4 .-- 38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133-18-7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健護學習歷程探究趣. 上/吳

俐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27-9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音樂(丙版)/宋

美鈺, 梁譯云, 廖子皓, 陳牧音, 柯靜

容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育達文化, 

11104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5818-86-9 (上冊: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音樂領域時代

的回聲: 韓國 x 日本/陳旻榆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3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0-17-0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資訊科技/王雅

惠, 陳宗和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3 .-- 256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626-328-106-6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習歷程就上

手/謳馨編輯部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謳馨, 11103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225-8-3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 III/

吉佛慈, 林威志, 林偌婷, 陳映辛, 劉

俊庚, 謝東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5 .-- 1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4-7435-9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 Ⅳ/

吉佛慈, 林威志, 林偌婷, 陳映辛, 劉

俊庚, 謝東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5 .-- 1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4-7434-2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

(乙版). 上/黃心健, 曹筱玥, 楊婷如, 

羅日辰, 廖定詳, 溫貝琳, 王煜榕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2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33-

34-7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

授課指引(乙版). 上/黃心健, 曹筱玥, 

羅日辰, 廖定詳, 王煜榕,, 溫貝琳 楊

婷如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6 .-- 34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26-2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

實作活動手冊(乙版). 上/曹筱玥, 楊

婷如, 羅日辰, 廖定詳, 溫貝琳, 王煜

榕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 

11103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23-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

授課指引. 下冊/李睿瑋, 方美琪, 洪汶

溶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 

11104 .-- 4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32-3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

創作實驗室/李睿瑋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4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3-16-3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乙版). 

3/曾永清, 林安邦主編 .-- 初版 .-- 新

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3 .-- 18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231-0 (平裝) 

NT$348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物理 A+課堂講義詳解本. II, 力學二

與熱學/邱世寬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泰宇, 11106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33-28-6 (平裝) NT$88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物理素養題本. II, 力學二與熱學/李

政廷, 蔡明勳, 張雅屏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6 .-- 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33-31-6 (平裝) 

NT$50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物理授課指引. II, 力學二與熱學/蔡

志申, 羅焜哲, 陳忠城, 賴文哲, 楊盛

智編著委員 .-- 再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6 .-- 3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29-3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物理習作簿. II, 力學二與熱學/張弘

編 著  .-- 再 版  .-- 新 北 市  : 泰 宇 , 

11106 .-- 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133-30-9 (平裝) NT$100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圖表素讀化學學測

總複習講義/陳建志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3 .-- 1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3-20-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圖表素讀生物學測

總複習講義/楊美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5 .-- 1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3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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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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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63-

5 (下冊:平裝) 普遍級  

稅務法規搶分小法典/三民名師群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5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56-7 (平裝) 普遍級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施敏編著 .-- 18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72-

5 (平裝) NT$680 普遍級  

郵政三法/羅揚編著 .-- 五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46-8 (EPUB) 

普遍級  

郵政三法大意/尹力編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4 .-- 

46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

202-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郵政三法大意與金融科技知識大意: 

二合一速成/嚴錚盛, 柳威廷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872-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郵政內勤人員 2 合 1 速成總整理. 

2022: 共同科目: 國文、英文/得勝, 羅

然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 2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876-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郵政內勤搶分小法典/三民補習班名

師群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4-47-5 (EPUB) 普遍級  

郵政外勤人員 4 合 1 速成總整理. 

2022/得勝, 羅然, 邵之驊, 嚴錚盛, 樂

達, 杰魯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878-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郵政外勤小法典/三民名師群編著 .-- 

四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 

11104 .-- 27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7124-55-0 (平裝) 普遍級  

郵政外勤題庫攻略: 四合一(共同+專

業科目)/邵之驊, 余訢, 樂達, 杰魯, 簡

捷, 拿芬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7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862-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郵政法規大意(含郵政法及郵件處理

規則)及交通安全常識. 2022/邵之驊

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3 .-- 

7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863-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陳奇

澤, 程湘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

民輔考資訊, 11104 .-- 44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57-4 (平裝) 

普遍級  

嗯嗯蛋糕: 主題探索書/康軒幼教編

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05 .-- 2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26-373-4 (平裝) 普遍

級  

微生物與免疫學/汪佳美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2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049-

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微處理機/張國清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4 .-- 35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317-749-9 (平裝) 普遍

級  

新天才注音王/學習工場教研團隊總

編輯 .-- 二版 .-- 臺中市 : 學習工場數

位科技, 11103 .-- 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653-27-9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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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文名師群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49-8 (PDF) 普遍級  

新全勝數學 B 學測 12 週/陳威旭, 柳

宗佑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

化, 11105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19-230-3 (平裝) NT$213 普

遍級  

新制全民英檢中級一本通/師德出版

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104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14-09-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新版句型總動員= Mastering sentence 

patterns/王祈堯總編輯 .-- 修訂 1 版 .-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文教, 11103 .-- 

2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95-

79-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新思維複習講義. 地理. 1-6 冊/陳順文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金 安 , 

11104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08-3 (平裝) 普遍級  

新思維複習講義. 英語. 5-6 冊/陳品豪, 

Lucia Sun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

安, 11104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33-604-5 (平裝) 普遍級  

新思維複習講義. 國文. 5-6 冊/文冰, 

王瓊瑤, 惟璽, 江海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金安, 11104 .-- 1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233-603-8 (平裝) 普遍

級  

新思維複習講義. 理化. 5-6 冊/詹志偉

(理王)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06-9 (平裝) 普遍級  

新思維複習講義. 數學. 5-6 冊/范宏亮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金 安 , 

11104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05-2 (平裝) 普遍級  

新思維複習講義. 歷史. 1-6 冊/張晟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33-

607-6 (平裝) 普遍級  

新時代乙級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

學科題庫必通解析/鄧登木, 鄭才新

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3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23-420-1 (平裝) 普遍級  

新時代乙級電腦軟體應用術科必勝

秘笈/孫婉倩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4 .-- 35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23-421-8 (平裝) 

普遍級  

會考 735 輕鬆讀複習講義. 英語. 5-6

冊/詹仲緯, 黃歆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金安, 11104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33-610-6 (平裝) 普遍

級  

會考 735 輕鬆讀複習講義. 理化. 5-6

冊/林明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12-0 (平裝) 普遍級  

會考 735 輕鬆讀複習講義. 數學. 5-6

冊/陳東崙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

安, 11104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33-611-3 (平裝) 普遍級  

會計學. 三, 新攻略/盧奕(盧立博)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啟芳, 11104 .-- 

256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5699-6-0 (平裝) NT$330 普遍級  

會計學易如反掌統測總複習/陳奕如

編著 .-- 第八版 .-- 臺北市  : 啟芳 , 

11104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115 

 

626-95699-5-3 (下冊:平裝) NT$315 普

遍級  

會計學新百試達講義. III/黃仁乙編

著 .-- 3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書 , 

11103 .-- 3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372-4-2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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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4-48-2 

(EPUB) 普遍級  

會計學概要(含國際會計準則 IFRS)/

賦誠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0-993-3 (PDF) 普遍級  

會計學概要熱門題庫/蔡瑞祥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5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

063-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極簡貝氏統計學/佐佐木淳作; 趙鴻

龍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70-414-0 (PDF) 普遍級  

*經濟學概要/平心編著 .-- 九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59-7 (PDF) 普遍級  

解剖生理學分類題庫完整版/何宣編

著 .-- 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4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67-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資料庫管理/胡博文編 .-- 八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50-4 (PDF) 普遍級  

資料結構(研究所)/王致强編著 .-- 七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5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069-

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跨閱與思辨/陳智弘, 陳春妙, 林皇德

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3 .-- 2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784-

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規/全道豐

編 著  .-- 五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1-60-3 (PDF) 普遍級  

農業概論精要. 111 版/陳茂竹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5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188-

7 (平裝) NT$560 普遍級  

電工機械/曹正勳, 林育賢, 黃俊儒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紅動創新 , 

11103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06402-6-7 (上冊:平裝) 普遍級  

電信英文/殷文強編 .-- 十一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73-3 (PDF) 普遍級  

漢字遊藝 書法入門/施春茂, 吳寶賢, 

歐陽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威力大

岡文化藝術 , 11104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925-0-0 (PDF) 普遍級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生命科學學

群)/甄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 二版 .-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172-2 (PDF) 

普遍級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法政學群)/甄

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75-3 (PDF) 普遍級  

精準制高中學測資優英文閱讀測驗/

張勝溢編著 .-- 新北市 : 建興文化, 

11103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224-408-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綜覽刑法概要 1200 測驗題庫. 111 版

/何漢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3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192-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臺北市環保局儲備清潔隊員甄試

(環保常識題庫)/鼎文編輯群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51-1 (PDF) 

普遍級  

銀行考試: 會計學概要. 111 版/文呈

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 

11103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23-200-6 (平裝) NT$620 普遍級  

銀行法/林政信編著 .-- 九版 .-- 臺北

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49-9 (EPUB) 

普遍級  

審計學(概要)申論題完全制霸/陳友

心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7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44-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審計學(概要)測驗題完全制霸/陳友

心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41-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審計學申論題實戰解析 /陳友心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3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43-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審計學測驗題實戰解析 /陳友心編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3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42-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數學-學測歷屆試題本/全華工作室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4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39-4 (平裝) 普遍級  

數學 A 學測素養新觀點全真模擬試

題 30 回/寧心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

教科技, 11103 .-- 2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138-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數學 B 高分祕笈總複習/林芳妃, 賴

熙翔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芳, 

11104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699-7-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數學 B 學測素養新觀點全真模擬試

題 30 回/寧心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

教科技, 11104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139-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數學這樣學：國小數學感學習. 三年

級/李源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730-7 (PDF) NT$460 普遍級  

閱讀小當家. 中年級/林佳錚編著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30-794-3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閱讀小達人. 低年級/許玉蘭, 許展榮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2-651-

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2-

652-7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自然考

科. 112/王宇, 許人聰, 李國禎, 陳琳, 

周欣, 陳捷, 黃偉, 賴方, 趙臨軒, 蔡任

圃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104 .-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

95921-0-4 (平裝) NT$145 普遍級  

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社會考

科. 112/徐明軒, 林全, 劉河北, 葉施平, 

余紫瑛, 蘇信宇(信長)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104 .-- 176 面; 30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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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95623-9-8 ( 平 裝 ) 

NT$145 普遍級  

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英文考

科. 112/張翔, 林名祐, 施霈合著 .-- 新

北市 : 鴻漸文化, 11104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23-6-7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國文考

科. 112/彭元岐, 許清龍, 伍湘芬, 王競

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104 .-- 

106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626-

95623-5-0 (平裝) NT$130 普遍級  

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數學 A

考科. 112/王擎天, 劉豪, 李瑞, 傑哥, 

孫唯洺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104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623-7-4 (平裝) NT$115 普遍級  

學科能力測驗歷屆試題總覽-數學 B

考科. 112/王擎天, 劉豪, 李瑞, 傑哥, 

孫唯洺合著 .-- 新北市 : 鴻漸文化, 

11104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623-8-1 (平裝) NT$11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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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17-8 

(PDF) NT$320 普遍級  

學測週計畫.公民與社會/郭怡伶, 呂

仁傑, 何宇龍, 林起孝, 高慧如, 張子

言, 劉怡婷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06-0 (平裝) 普遍級  

學測週計畫.歷史/黃錦綾, 汪栢年, 史

曜菖, 徐梅花, 葉寶玉, 安後暐, 江瑤

光, 郭子儀, 劉欣, 陳蓉編著 .-- 初版 .-

- 臺南市 : 翰林, 11104 .-- 1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05-3 (平裝) 

普遍級  

憲法爭點解讀/歐律師編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8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45-9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憲法訴訟法/嶺律師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3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48-0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公民(全)/文淓儀, 任

語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5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48-0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公民(教師用)(全)/文

淓儀, 任語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47-3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地球科學/沐風, 蘇志

文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5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43-5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地球科學(教師用)/沐

風, 蘇志文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42-8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地理(全)/丘虎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46-

6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地理(教師用)(全)/丘

虎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5 .-- 2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45-9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英語(教師用). 1-4 冊/

胡淑芳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7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27-5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英語. 1-4 冊/胡淑芳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7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312-

626-8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理化(教師用). 5-6 冊/

沐風, 蘇志文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13-8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理化. 5-6 冊/沐風, 蘇

志文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12-1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數學(教師用). 5-6 冊/

林志翰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23-7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數學. 5-6 冊/林志翰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622-0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 歷史(全)/朱景灝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

617-6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歷史(全)(教師用)/朱

景灝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16-9 (平裝) 普遍級  

*機電整合丙級術科實作 /黃致恆編

著 .-- 第四版 .-- 花蓮縣 : 永御實業, 

11103 .-- 1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1420-7-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歷屆英文大考(五年學測+五年指考

改編)(詳解本)/王祈堯總編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 語文教 , 

11104 .-- 2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95-81-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歷屆英文大考(五年學測+五年指考

改編)(試題本)/王祈堯總編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 中美 語文教 , 

111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86-5595-80-7 (平裝) NT$210 普遍級  

歷屆英文大考(五年學測+五年指考

改編)(試題本+詳解本)/王祈堯總編

輯 .-- 修訂 1 版 .-- 臺北市 : 空中美語

文教, 11104 .-- 冊 .-- ISBN 978-986-

5595-82-1 (全套:平裝) NT$460 普遍級  

靜力學/劉上聰編著 .-- 六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40-0 (PDF) 普遍級  

醫學生理學分類題庫/何宣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065-

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II, 微生物學與臨

床微生物學(含黴菌)/陳連城, 康情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 

11103 .-- 6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34-047-3 (平裝) NT$680 普遍級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公民. 1-6 冊/孔揚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金 安 , 

11104 .-- 3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02-1 (平裝) 普遍級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地球科學. 5-6 冊

/池明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599-4 (平裝) 普遍級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地理. 1-6 冊/陳順

文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 

11104 .-- 3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01-4 (平裝) 普遍級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英語. -6 冊/陳品

豪, Lucia Sun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4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33-596-3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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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英語. 5-6 冊/陳品

豪, Lucia Sun 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33-595-6 (平裝) 普遍級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國文. 1-6 冊/文冰, 

王瓊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4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593-2 (平裝) 普遍級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國文. 5-6 冊/文冰, 

王瓊瑤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安, 

11104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594-9 (平裝) 普遍級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理化. 3-6 冊/詹志

偉(理王)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

安, 11104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33-598-7 (平裝) 普遍級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理化. 5-6 冊/詹志

偉(理王)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金

安, 11104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33-597-0 (平裝) 普遍級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數學. 1-6 冊/范宏

亮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金安 , 

11104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14-4 (平裝) 普遍級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數學. 5-6 冊/范宏

亮編著 .-- 再版 .-- 臺南市  : 金安 , 

11104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13-7 (平裝) 普遍級  

雙向溝通複習講義. 歷史. 1-6 冊/張晟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金 安 , 

11104 .-- 3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33-600-7 (平裝) 普遍級  

證券交易法爭點整理/黃程國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4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94-

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CSIA.新細說: 證

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柳威廷編

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8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275-875-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會計及財務分析: 

重點整理 X 精選考題/劉憶娥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

877-9 (平裝) NT$620 普遍級  

贏家會考詩詞曲 PLUS/王英龍編著 .-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658-

9 (平裝) 普遍級  

贏家會考詩詞曲 PLUS(教師用)/王英

龍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 

11105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312-657-2 (平裝) 普遍級  

躍讀: 議定會考的閱讀理解/張聿日, 

步綻青, 宓冪, 劉狗發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3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37-4 (平裝) 

普遍級  

躍讀: 議定會考的閱讀理解(教師用)/

張聿日, 步綻青, 宓冪, 劉狗發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36-

7 (平裝) 普遍級  

讀門祕技: 閱讀素養 21 力/朱碧霞, 李

信緻, 黃琇苓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607-7 (平裝) 普遍級  

兒童讀物 

1234,動動體操/李紫蓉, 林世仁, 蘇珊

等文; 林小杯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61-678-0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60 秒變身科技小天才/雍.理查茲(Jon 

Richards)著; 洪夏天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50-9 (EPUB) 普遍級  

60 秒變身科學小天才/雍.理查茲(Jon 

Richards)著; 洪夏天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49-3 (EPUB) 普遍級  

*Ôm chặt Khỉ Chậm Chạp; Hugging the 

slow monkey/Trần Anh Tuệ[ 作 ]; Hà 

Quốc Dục[繪] .-- 嘉義市 : 嘉義基督教

醫院早療管理中心, 11103 .-- 64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89135-2-

3 (平裝) 普遍級  

*Adventure on green island/written by 

Chia-Yi Li; illustrated by Pei-Yin Tsai .-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1103 .-- 44

面 ; 23X17 公 分  .-- ISBN 978-626-

95622-5-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Bear and friends: a house for mouse: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Jody Jensen 

Shaffer; art by Clair Rossiter .-- 新北市 : 

凱婕, 11105 .-- 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67-2-1 (平裝) 普遍級  

Bear and friends: a scarf for squirrel: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Jody Jensen 

Shaffer; art by Clair Rossiter .-- 新北市 : 

凱婕, 11105 .-- 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67-3-8 (平裝) 普遍級  

Bear and friends: fox wants a pet: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Jody Jensen 

Shaffer; art by Clair Rossiter .-- 新北市 : 

凱婕, 11105 .-- 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67-1-4 (平裝) 普遍級  

Bear and friends: where is bear?: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Jody Jensen 

Shaffer; art by Clair Rossiter .-- 新北市 : 

凱婕, 11105 .-- 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67-0-7 (平裝) 普遍級  

Bopomofo 注音自學系列. 下/許少菲

文; 陳妤瑄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許

少菲, 11105 .-- 冊 .-- ISBN 978-957-43-

9940-6 (全套:精裝) NT$2400 普遍級  

Bopomofo 注音自學系列. 上/許少菲

文; 陳妤瑄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許

少菲, 11105 .-- 冊 .-- ISBN 978-957-43-

9937-6 (全套:精裝) NT$2400 普遍級  

Cinderella/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Beat Eisele; illustrated by Tank Chien .-- 

second edition .-- 臺 北 市  : 敦 煌 , 

11104 .-- 4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57-606-969-7 (精裝) .-- ISBN 978-957-

606-970-3 (精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kemakuda muymu?你們在做什麼?/ .-- 

臺東縣 : 臺東縣南王 Puyuma 花環實

驗小學, 11011 .-- 32 面; 22X22 公分 .-

- ISBN 978-986-5419-83-7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Kit and Kaboodle: blast off to space: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Michelle 

Portice; art by Mitch Mortimer .-- 新北

市 : 凱婕, 11105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67-9-0 (平裝) 普遍

級  

Kit and Kaboodle: explore the city: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Michelle 

Portice; art by Mitch Mortimer .-- 新北

市 : 凱婕, 11105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71-1-7 (平裝) 普遍

級  

Kit and Kaboodle: go camping: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Michelle 

Portice; art by Mitch Mortimer .-- 新北

市 : 凱婕, 11105 .-- 32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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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95867-8-3 (平裝) 普遍

級  

Kit and Kaboodle: take the train: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Michelle 

Portice; art by Mitch Mortimer .-- 新北

市 : 凱婕, 11105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71-0-0 (平裝) 普遍

級  

Learning house/ 學 習 工 場 教 研 團 隊

作 .-- 二版 .-- 臺中市 : 學習工場數位

科技, 11103 .-- 冊 .-- ISBN 978-986-

5653-29-3 (全套:平裝) NT$11280 普遍

級  

Learning house. starter/學習工場教研

團隊作 .-- 二版 .-- 臺中市 : 學習工場

數位科技, 11103 .-- 冊 .-- ISBN 978-

986-5653-28-6 (全套:平裝) NT$580 普

遍級  

NEVER TICKLE!咕嘰咕嘰河馬 /Sam 

Taplin 作; Ana Larrañaga 插圖; 廖佳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 

11104 .-- 1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7013-81-6 (精裝) 普遍級  

Nick and Nack: build a birdhouse: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Brandon 

Budzi; art by Adam Record .-- 新北市 : 

凱婕, 11105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67-7-6 (平裝) 普遍級  

Nick and Nack: float a boat: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Brandon Budzi; art by 

Charles Lehman .-- 新 北 市  : 凱 婕 , 

11105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67-4-5 (平裝) 普遍級  

Nick and Nack: put on a puppet show: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Brandon 

Budzi; art by Adam Record .-- 新北市 : 

凱婕, 11105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67-6-9 (平裝) 普遍級  

Nick and Nack: see the stars: highlights 

puzzle readers/by Brandon Budzi; art by 

Adam Record .-- 新 北 市  : 凱 婕 , 

11105 .-- 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95867-5-2 (平裝) 普遍級  

Pronunciation House/學習工場教研團

隊作 .-- 二版 .-- 臺中市 : 學習工場數

位科技, 11103 .-- 冊 .-- ISBN 978-986-

5653-32-3 (全套:平裝) NT$2000 普遍

級  

Simply talk & write/written by Jane M. 

Chai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敦煌, 

11106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606-971-0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Talky talky English activity book/writer 

David Ye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芝蔴數位文教, 11103 .-- 冊 .-- ISBN 

978-626-95435-6-4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Talky talky English activity book. level 

A/writer David Yen .-- first edition .-- 臺

北市 : 芝蔴數位文教, 11103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35-0-2 (平

裝) 普遍級  

Talky talky English activity book. level 

B/writer David Yen .-- first edition .-- 臺

北市 : 芝蔴數位文教, 11103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35-1-9 (平

裝) 普遍級  

Talky talky English activity book. level 

C/writer David Yen .-- first edition .-- 臺

北市 : 芝蔴數位文教, 11103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35-2-6 (平

裝) 普遍級  

Talky talky English activity book. level 

D/writer David Yen .-- first edition .-- 臺

北市 : 芝蔴數位文教, 11103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35-3-3 (平

裝) 普遍級  

Talky talky English activity book. level 

E/writer David Yen .-- first edition .-- 臺

北市 : 芝蔴數位文教, 11103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35-4-0 (平

裝) 普遍級  

Talky talky English activity book. level 

F/writer David Yen .-- first edition .-- 臺

北市 : 芝蔴數位文教, 11103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35-5-7 (平

裝) 普遍級  

The animal band/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 Serina Eisele; illustrated by 

Connie Liao .-- 臺北市 : 敦煌, 11104 .-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606-

967-3 (精裝) .-- ISBN 978-957-606-968-

0 (精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The best of Aesop's Fables storybook/學

習工場教研團隊作 .-- 二版 .-- 臺中

市 : 學習工場數位科技, 11103 .-- 冊 .-

- ISBN 978-986-5653-25-5 (全套:平裝) 

NT$600 普遍級  

TK Ai advance activity book/writer 

David Yen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芝蔴數位文教, 11104 .-- 冊 .-- ISBN 

978-626-95435-7-1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95435-8-8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95435-9-5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626-95978-0-2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95978-1-9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626-95978-

2-6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626-

95978-3-3 (全套:平裝) 普遍級  

Zoo: my first numbers book/written & 

illustrated by Chulin Chang .-- 臺中市 : 

禮婕教育科技, 11104 .-- 1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83-4-4 (精裝) 

普遍級  

「海洋密碼」數位繪本/宋祚忠總編

輯 .-- 基隆市 : 海科館, 11012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6-43-3 (HTML) 

普遍級  

一起吃早餐: 健康早餐我會選/康軒

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26-376-5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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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49-6 (EPUB) 普遍級  

口袋神探: 一分鐘推理破案/凱叔文; 

囍卷圖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957-521-552-

1 (全套:精裝) NT$850 普遍級  

大象班的圖畫書創作: 小狗找朋友、

天使與惡魔/雨聲附幼大象班文.圖 .-- 

再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雨聲國小附

幼, 11103 .-- 25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0772-96-8 (精裝) 普遍級  

女生小祕密/王早早作 .-- 二版 .-- 新

北市 : 人類, 11103 .-- 32 面; 23X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1-59-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小小色彩藝術家套書: 就是愛出色/

王一雅, 顏嘉成作 .-- 桃園市 : 目川文

化 , 11104 .-- 冊  .-- ISBN 978-626-

95946-1-0 (全套:平裝) NT$950 普遍級  

小月亮讀本/全語言教育推廣小組編

輯 .-- 第 2 版 .-- 新北市 : 小學堂文化, 

11105 .-- 48 面; 24X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42-1-4 (精裝) 普遍級  

小王子/安東尼.聖修伯里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原著 ; 露易絲 .葛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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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 Greigy 作; 莎拉.瑪辛妮 Sarah 

Massini 繪;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05-8 (PDF) 普遍級  

小王子/安東尼.聖修伯里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原著 ; 露易絲 .葛雷格

Louise Greigy 作; 莎拉.瑪辛妮 Sarah 

Massini 繪; 吳愉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06-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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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38-1 (PDF)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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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39-8 (EPUB) 

NT$420 普遍級  

小虎&黑妞/坤益開發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竹市 : 坤益開

發顧問, 11104 .-- 68 面; 30X21 公分 .-

- ISBN 978-986-97584-3-7 (精裝) 普遍

級  

小孩遇見詩: 有禮貌的鬼/夏夏著; 陳

怡今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154-4 (PDF) 普遍級  

小孩遇見詩: 有禮貌的鬼/夏夏著; 陳

怡今繪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155-1 (EPUB) 普遍級  

小恐龍情緒教育故事繪本/恐龍小 Q

兒童教育中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冊 .-- ISBN 978-

986-491-916-1 (全套 :精裝 ) NT$2240

普遍級  

小恐龍情緒教育故事繪本: 「變色龍」

威爾: 學會幫助和關愛/恐龍小 Q 兒

童教育中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103 .-- 24 面; 26X26 公分 .-

- ISBN 978-986-491-908-6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小恐龍情緒教育故事繪本: 一枚恐龍

蛋: 懂得分享/恐龍小 Q 兒童教育中

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24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14-7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小恐龍情緒教育故事繪本: 火山爆發

了!: 遠離危險/恐龍小 Q 兒童教育中

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24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11-6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小恐龍情緒教育故事繪本: 和朋友一

起想辦法: 學會溝通與合作/恐龍小 Q

兒童教育中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24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491-915-4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小恐龍情緒教育故事繪本: 威爾「生

病」了: 學會誠實不說謊/恐龍小 Q

兒童教育中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24 面; 26X26 公

分 .-- ISBN 978-986-491-909-3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小恐龍情緒教育故事繪本: 旅行家卡

布: 學會包容和接納/恐龍小 Q 兒童

教育中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1103 .-- 24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12-3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小恐龍情緒教育故事繪本: 噴火龍的

寶藏: 學會禮貌和友善/恐龍小 Q 兒

童教育中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103 .-- 24 面; 26X26 公分 .-

- ISBN 978-986-491-910-9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小恐龍情緒教育故事繪本: 誰踩壞了

我的花: 學會控制情緒/恐龍小 Q 兒

童教育中心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

門書局, 11103 .-- 24 面; 26X26 公分 .-

- ISBN 978-986-491-913-0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小恐龍愛刷牙 /邱嘉慧著 ; bebebear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6 .-- 16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68-1 (精裝) NT$260 普

遍級  

小熊熊愛吃飯 /邱嘉慧著 ; bebebear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6 .-- 16 面; 16X1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69-8 (精裝) NT$260 普

遍級  

小瓢蟲的新鞋/李美華文; 廖穎祥圖 .-

- 初版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11103 .-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91-

252-2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小貓不想說/蚊子圖.文 .-- 初版 .-- 臺

中市 : 蚊子, 11103 .-- 32 面; 21X21 公

分 .-- ISBN 978-957-43-9965-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小 變 色 龍 變 變 變 : 探 索 顏 色 /Anita 

Bijsterbosch 著; 蘇家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6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86-0725-

72-8 (精裝) 普遍級  

五彩繽紛的顏色(兒童拼圖書)/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化 , 

11103 .-- 1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5886-0-2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今晚想許什麼願望?/Anthony Browne

圖.文; 李旻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5 .-- 32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7013-80-9 (精裝) 普遍

級  

太郎是隻忍者犬/渡辺陽子作; 林宜

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1105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32-9514-3 (精裝) NT$380 普遍級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

史 1-10: 從原始時代到民國/知中編委

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9-61-5 (PDF) 普遍級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

史 1-10: 從原始時代到民國/知中編委

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9-62-2 (EPUB) 普遍級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

史 6-10: 從隋唐到民國/知中編委會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9-63-9 (PDF) 普遍級  

太喜歡歷史了!: 給中小學生的輕歷

史 6-10: 從隋唐到民國/知中編委會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9-64-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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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畝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9-59-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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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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畝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9-60-8 

(EPUB) 普遍級  

手指按按音樂教室鋼琴有聲書/幼福

編輯部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

化, 11105 .-- 2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43-811-4 (精裝) 普遍級  

手指按按童話雙語故事點讀書/幼福

編輯部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

化, 11105 .-- 2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43-810-7 (精裝) 普遍級  

手指按按認知單字圖畫點讀書/幼福

編輯部編; Class Publishing Team 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幼福文化, 11105 .-- 

2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243-

809-1 (精裝) 普遍級  

文字好好玩/老漁作; 老漁文化工作

室插圖; 廖佳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4 .-- 冊 .-- ISBN 978-

626-7013-82-3 (上冊:精裝) NT$600 .-- 

ISBN 978-626-7013-83-0 (下冊:精裝) 

NT$600 普遍級  

北海大英雄(中英雙語繪本)/劉碧雲

著; 李問譯; 張振松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86-7 (EPUB) 普遍級  

北海大英雄(中英雙語繪本)/劉碧雲

著; 李問譯; 張振松繪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87-4 (PDF) 普遍級  

*卡通新視界= Go to a new world/周語

晨文; 鄧乃珩圖 .-- 屏東縣 : 屏東科大

智媒中心, 11103 .-- 25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626-95782-2-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奶奶的祕密樂園/林瑋薇作 .-- 初版 .-

- 苗栗縣 : 木果文創, 11105 .-- 40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986-99576-8-

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打怪西遊記合集(1-4)/董麗艷, 馬劍濤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 

11104 .-- 冊 .-- ISBN 978-626-95493-5-

1 (全套:平裝) NT$1440 普遍級  

伊索寓言觸摸繪本/Yoyo Books 作; 呂

念庭翻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 

11108 .-- 冊 .-- ISBN 978-986-223-730-

4 (全套:精裝) 普遍級  

伊索寓言觸摸繪本: 老鼠報恩/Yoyo 

Books 作; 呂念庭翻譯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 11108 .-- 10 面; 18X18 公分 .-

- ISBN 978-986-223-728-1 (精裝) 普遍

級  

伊 索 寓 言 觸 摸 繪 本 : 狐 狸 和 烏 鴉

/Yoyo Books 作; 呂念庭翻譯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8 .-- 1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223-729-8 (精裝) 

普遍級  

伊 索 寓 言 觸 摸 繪 本 : 螞 蟻 和 蚱 蜢

/Yoyo Books 作; 呂念庭翻譯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8 .-- 1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223-727-4 (精裝) 

普遍級  

伊索寓言觸摸繪本: 龜兔賽跑/Yoyo 

Books 作; 呂念庭翻譯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 11108 .-- 10 面; 18X18 公分 .-

- ISBN 978-986-223-726-7 (精裝) 普遍

級  

在疫剎那= The pandemic plight/王依

婕文字.繪圖 .-- 雲林縣 : 雲林縣安定

國小, 11103 .-- 3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50-58-4 (平裝) NT$299 普

遍級  

宇宙立體遊戲書/呦呦童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5 .-- 12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

67-4 (精裝) 普遍級  

成長啟蒙創作繪本/李美華, 張晉麟, 

許慧貞, 張秋生文; 廖穎祥, 張晉麟, 

龔燕翎, 李文斌圖 .-- 新北市 : 巧育文

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86-291-

256-0 (全套:精裝) NT$1120 普遍級  

有了詩就不一樣: 來讀<<詩經>>吧!/

黃秋芳作.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11103 .-- 約 63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423-85-5 (線上有

聲書(MP3)) NT$99 普遍級  

有 時 候 = Hay Días/瑪麗亞 .韋尼 克

(María Wernicke)繪.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105 .-- 48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7118-25-2 (精裝) 

NT$450 普遍級  

衣起動手做: 我是小小服裝設計師/

康軒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 11105 .-- 40 面 ;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26-375-

8 (平裝) 普遍級  

君偉的怪奇報告/王淑芬文; 賴馬圖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親 子 天 下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207-9 (EPUB)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1&2 套書: 妖怪托顧所開

張了/說謊少女/廣嶋玲子作;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步

步 , 11104 .-- 冊  .-- ISBN 978-626-

95662-5-9 (全套:平裝) NT$640 普遍級  

快樂王子/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原 著 ; 梅 希 . 派 樂 地 . 薛 林  (Maisie 

Paradise Shearring)改編.繪圖; 海狗房

東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285-0 (EPUB) 普遍級  

快樂王子/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原 著 ; 梅 希 . 派 樂 地 . 薛 林  (Maisie 

Paradise Shearring)改編.繪圖; 海狗房

東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聯 經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288-1 (PDF) 普遍級  

快樂學ㄅㄆㄇ. 1/曹華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143-07-0 (全套:平裝附影音

光碟) 普遍級  

快樂學ㄅㄆㄇ. 2/曹華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143-08-7 (全套:平裝附影音

光碟) 普遍級  

快樂學ㄅㄆㄇ. 3/曹華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143-09-4 (全套:平裝附影音

光碟) 普遍級  

快樂學ㄅㄆㄇ. 4/曹華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143-10-0 (全套:平裝附影音

光碟) 普遍級  

快樂學ㄅㄆㄇ. 5/曹華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143-11-7 (全套:平裝附影音

光碟) 普遍級  

快樂學ㄅㄆㄇ. 6/曹華執行編輯 .-- 臺

北市 : 華人國際,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143-12-4 (全套:平裝附影音

光碟) 普遍級  

我/張蓬潔文.圖 .-- 二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404-1 (PDF) 普遍級  

我也想要變乾淨/豪小喵作 .-- 二版 .-

- 新北市 : 人類, 11103 .-- 36 面; 24X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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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7071-64-9 (精裝) 

普遍級  

我不敢,因為我害羞/朴智熙作; 尹嘉

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796-9 (PDF) 普遍級  

我不敢,因為我害羞/朴智熙作; 尹嘉

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797-6 (EPUB) 普遍級  

我可以很勇敢: 一起培養耐挫力/蘇

珊.維爾德(Susan Verde)文; 彼得.雷諾

茲(Peter H. Reynolds)圖; 劉清彥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09-3 

(EPUB) 普遍級  

我可以帶來改變: 一起培養行動力/

蘇珊.維爾德(Susan Verde)文; 彼得.雷

諾 茲 (Peter H. Reynolds) 圖 ; 劉 清 彥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210-9 (EPUB) 普遍級  

我把菜都吃光了/豪小喵作 .-- 二版 .-

- 新北市 : 人類, 11104 .-- 36 面; 24X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70-0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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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12-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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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13-3 (PDF) 普遍級  

*我的老師是蜘蛛= My teacher is a 

spider/周語晨文; 鄧乃珩圖 .-- 屏東縣 : 

屏東科大智媒中心, 11103 .-- 2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5782-1-

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宇宙學 /沙達德 .凱德

(Sheddad Kaid), 薩 拉 . 費 隆 (Salah 

Ferrón) 文 ; 愛 德 華 . 阿 爾 塔 里 巴 

(Eduard Altarriba)繪; 朱慶琪譯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66-5 (PDF)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性別平等小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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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069-65-

3 (全套:精裝) NT$560 普遍級  

我的媽媽圖鑑/權廷玟著; 尹嘉玄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5 .-

- 4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18-

24-5 (精裝) NT$380 普遍級  

我很生氣,該怎麼辦/宋潤燮文; 白明

植圖;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94-5 (EPUB) 普遍級  

我很生氣,該怎麼辦/宋潤燮文; 白明

植圖;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95-2 (PDF) 普遍級  

我很生氣,該怎麼辦= 화가 날 때도 

있지/宋潤燮文 ; 白明植圖 ; 林建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5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507-787-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很挑食!/吳楚璿圖; 小牛津編輯團

隊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

文化, 11105 .-- 3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55-8-1 (精裝) 普遍

級  

我是小小修理師/福祿貝爾館編; 李

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140-00-

0 (全套:精裝) NT$1050 普遍級  

我是小小修理師. 1, 東西壞了怎麼

辧?/福祿貝爾館編; 李彥樺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91-0 (EPUB) 

普遍級  

我是小小修理師. 1, 東西壞了怎麼

辧?/福祿貝爾館編; 李彥樺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92-7 (PDF) 

普遍級  

我是小小修理師. 2, 東西不會動了怎

麼辧?/福祿貝爾館編;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93-4 (EPUB) 

普遍級  

我是小小修理師. 2, 東西不會動了怎

麼辧?/福祿貝爾館編;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94-1 (PDF) 

普遍級  

我是小小修理師. 3, 東西不好用了怎

麼辧?/ 福祿貝爾館編;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95-8 (EPUB) 

普遍級  

我是小小修理師. 3, 東西不好用了怎

麼辧?/福祿貝爾館編; 李彥樺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0-96-5 (PDF) 

普遍級  

我們可以移動那座山嗎?/凱特.坦普

(Kate Temple), 約爾.坦普(Jol Temple)

文; 泰莉.蘿絲.班頓(Terri Rose Baynton)

圖; 劉清彥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34-6 (PDF) 普遍級  

我們可以移動那座山嗎?/凱特.坦普

(Kate Temple), 約爾.坦普(Jol Temple)

文; 泰莉.蘿絲.班頓(Terri Rose Baynton)

圖; 劉清彥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35-3 (EPUB) 普遍級  

我們是朋友嗎?/吳楚璿圖; 小牛津編

輯團隊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

國際文化, 11105 .-- 36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555-6-7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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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11-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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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14-0 (PDF) 

普遍級  

我做得到嗎?/吳楚璿圖; 小牛津編輯

團隊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

際文化, 11105 .-- 36 面; 25X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555-7-4 (精裝) 普遍

級  

我想聽的話/李定原文; 金兌恩圖; 辛

衡寅, 劉妍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1105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62-740-7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男生小雞雞/王早早作 .-- 二版 .-- 新

北市 : 人類, 11103 .-- 32 面; 23X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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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071-58-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肚子裡的秘密/梅子圖.文 .-- 初版 .-- 

桃園市 : 顧淑梅, 11103 .-- 2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43-9936-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邪惡貓大帝克勞德. 1: 愚蠢的地球人

我來了!/強尼.馬希安諾, 艾蜜麗.切諾

韋斯作; 羅伯.莫梅茲圖; 謝靜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60-5 

(PDF) 普遍級  

邪惡貓大帝克勞德. 1: 愚蠢的地球人

我來了!/強尼.馬希安諾, 艾蜜麗.切諾

韋斯作; 羅伯.莫梅茲圖; 謝靜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61-2 

(EPUB) 普遍級  

兒童數學思維訓練遊戲/何秋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冊 .-- ISBN 978-986-491-928-4 (全套: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兒童數學思維訓練遊戲. 3-4 歲/何秋

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9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

986-491-922-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兒童數學思維訓練遊戲. 4-5 歲/何秋

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冊 .-- ISBN 978-986-491-924-

6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986-491-923-9 (第 1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兒童數學思維訓練遊戲. 5-7 歲/何秋

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冊 .-- ISBN 978-986-491-926-

0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

986-491-925-3 (第 1 冊:平裝) NT$200 .-

- ISBN 978-986-491-927-7 (第 3 冊:平

裝) NT$200 普遍級  

兒歌識字蓋城堡: 帆船飯店篇/李光

福作; 宋雅圓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7-24-7 (EPUB) 普遍級  

兒歌識字學堅持. 比薩斜塔篇/李光

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7-07-0 (EPUB) NT$300 普遍級  

兒歌識字學堅持. 比薩斜塔篇/李光

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7-08-7 (PDF) NT$300 普遍級  

夜光中秋端午節/呦呦童作.插圖 .-- 

三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13-84-7 (全套: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奇文妙語童話小鎮. 2, 錯別字商店街

/謝鴻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7-13-1 (EPUB) 普遍級  

奇怪的雨傘/張秋生文; 李文斌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11103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91-

255-3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妹妹是小麻煩?/吳楚璿圖; 小牛津編

輯團隊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

國際文化, 11105 .-- 36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555-5-0 (精裝) 

普遍級  

忠犬小八/井本蓉子作; 柯慧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01-0 

(PDF) 普遍級  

忠犬小八/井本蓉子作; 柯慧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02-7 

(EPUB) 普遍級  

爸爸和我/張雅鈴文.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4 .-- 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76-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爸爸專賣店開張了!: 還是我的爸爸

最 好 / 桑 妮 . 米 爾 騰 柏 格 (Sanne 

Miltenburg)著; 張有渝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70-4 (精

裝) 普遍級  

玩具總動員: 我會動手做玩具/康軒

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26-377-2 (平裝) 

普遍級  

花布少年: 瓦蘭廷的彩色世界/琪亞

拉.梅扎拉瑪(Chiara Mezzalama)著; 雷

薩.達勒文(Reza Dalvand)繪; 尉遲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47-8 

(PDF) NT$320 普遍級  

花布少年: 瓦蘭廷的彩色世界/琪亞

拉.梅扎拉瑪(Chiara Mezzalama)著; 雷

薩.達勒文(Reza Dalvand)繪; 尉遲秀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48-5 

(EPUB) NT$320 普遍級  

阿姆斯壯/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

維格拉文; 克里斯托夫.雅克圖; 汪仁

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34-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孩子的友善溝通力系列套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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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光點,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51-35-1 (全套:精裝) 

普遍級  

故事的最後一頁去哪了?/蘿拉.費拉

喬里(Laura Ferracioli)文; 愛麗絲.科皮

尼(Alice Coppini)圖; 張家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11-4-9 (PDF) 

普遍級  

是 誰 在 打 呵 欠 ?: 認 知 觀 察 /Anita 

Bijsterbosch 著; 蘇家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6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86-0725-

71-1 (精裝) 普遍級  

為什麼每次都罵我/宋潤燮文; 徐正

解圖;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98-3 (EPUB) 普遍級  

為什麼每次都罵我/宋潤燮文; 徐正

解圖;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99-0 (PDF) 普遍級  

為什麼每次都罵我= 맨날 맨날 혼이 

나/宋潤燮文; 徐正解圖;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07-

788-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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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528-2 (EPUB)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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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529-9 (PDF)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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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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534-3 (EPUB)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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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535-0 (PDF) NT$480 普遍級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特別篇: 科學偵

探怪奇事件檔案. 1, 廢棄醫院的亡靈

/佐東綠, 石川北二, 木滝理真, 田中智

章作; 黃薇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0-03-1 (EPUB) 普遍級  

科學偵探謎野真實. 特別篇: 科學偵

探怪奇事件檔案. 1, 廢棄醫院的亡靈

/佐東綠, 石川北二, 木滝理真, 田中智

章作; 黃薇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40-04-8 (PDF) 普遍級  

美好食堂(探索遊戲書)/ .-- 初版 .-- 臺

南市 : 南一, 11104 .-- 24 面; 25X24 公

分 .-- ISBN 978-986-530-783-7 (平裝) 

普遍級  

食字魔/王玄慧文; L 醫生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小兵,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1-52-7 (PDF) NT$350

普遍級  

食字魔/王玄慧文; L 醫生圖 .-- 初版 .-

- 臺北市 : 小兵,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1-53-4 (EPUB) 

NT$350 普遍級  

射門,成功!/花格子文; 劉小琦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05 .-- 24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3-045-

6 (平裝) 普遍級  

恐龍立體遊戲書/呦呦童編 .-- 初版 .-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5 .-- 14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

66-7 (精裝) 普遍級  

海上奇幻漂流 /卡契莉娜 .葛里耶克

(Katerina Gorelik)文.圖; 海狗房東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1104 .-

- 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762-

739-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海馬寶寶在哪裡?: 數數學習 /Anita 

Bijsterbosch 著; 蘇家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6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86-0725-

73-5 (精裝) 普遍級  

神秘山谷/吳睿保文; 羅慧茹圖 .-- 初

版  .-- 高雄市  : 博毓學園吳睿保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926-4-0 (PDF) 普遍級  

荒島食驗家/王宇清文; rabbit44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4-159-9 (全套:

平裝) NT$1050 普遍級  

荒島食驗家. 3, 檸檬牡蠣炊飯/王宇

清文; rabbit44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62-9 (EPUB) 普遍級  

荒島食驗家. 3, 檸檬牡蠣炊飯/王宇

清文; rabbit44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63-6 (PDF) 普遍級  

記得/拉勞蘭部落, 盧怡方文; 施佳伶

(A Shih)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聚場文

化, 11103 .-- 40 面; 25X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51-1-3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鬥陣來[]迌/陳芸瑛文; 廖文綺圖 .-- 

桃園市  : 陳芸瑛 , 11103 .-- 24 面 ; 

26X27 公分 .-- ISBN 978-957-43-9962-

8 (精裝) 普遍級  

做自己的煉金師:來讀<<論語>>吧!/

黃秋芳作.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字

畝文化創意, 11103 .-- 約 48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423-86-2 (線上有

聲書(MP3)) NT$99 普遍級  

偷偷看一下: 可愛的恐龍/安娜.米爾

布倫(Anna Milbourne)文; 席夢娜.迪米

特利(Simona Dimitri)圖; 麥維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麥克, 11105 .-- 

2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03-

944-1 (精裝) 普遍級  

動手蓋房子: 打造我的夢想屋/康軒

幼教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26-374-1 (平裝) 

普遍級  

動物變裝秀(兒童拼圖書)/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牛津國際文化, 11103 .-- 

10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

95555-9-8 (精裝) NT$280 普遍級  

動腦玩出創造力!超有趣的遊戲書套

書/安德魯.瑞伊, 莉莎.雷根, 潔絲.布

拉德利, 許穎榛著; 葉京荃, 詹宛樺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7-760-4 (全套: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探索之旅 : 一起認識太空 /Anja De 

Lombaert 作; Jordan Wray 插圖; 李旻

諭譯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5 .-- 

1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7013-

77-9 (精裝) NT$580 普遍級  

探索之旅 : 一起認識世界 /Anja De 

Lombaert 作; Jordan Wray 插圖; 李旻

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5 .-- 1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7013-78-6 (精裝) NT$580 普遍級  

探索之旅 : 一起認識身體 /Anja De 

Lombaert 作; Jordan Wray 插圖; 李旻

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5 .-- 1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7013-79-3 (精裝) NT$580 普遍級  

探索之旅 : 一起認識動物 /Anja De 

Lombaert 作; Jordan Wray 插圖; 李旻

諭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5 .-- 1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

626-7013-76-2 (精裝) NT$580 普遍級  

晨讀 10 分鐘: 文學大師短篇名作選/

納撒尼爾.霍桑, 蒂莫西‧謝伊.亞瑟, 

威廉‧馬區, 居伊‧德.莫泊桑, 泰戈

爾, 屠格涅夫, 西雅圖酋長, 托爾斯泰, 

馬丁.路德.金恩, 狄更斯, 路伊吉.皮藍

德羅, 羅伯特.封登, 威廉‧薩莫塞特.

毛姆, 史蒂芬.克蘭, 沙奇, 奧亨利, 契

訶夫, 葛列格里奧.洛佩斯.伊.富恩特

斯等著; 張子樟, 陳紹鵬, 陳瀅如, 任

溶溶, 許妍飛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08-6 (EPUB) 普遍級  

*淡水河邊的神奇馬偕/粘忘凡文; 貓

魚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 

11103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294-309-0 (精裝) NT$380 普遍級  

理財先認識錢/費鴻泰, 王怡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怡星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6275-8-9 (PDF) 普遍級  

理財先認識錢/費鴻泰, 王怡心作 .-- 

臺北市  : 怡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25 面; 15 公分 .-- ISBN 978-

986-06275-9-6 (平裝) NT$60 普遍級  

畢卡索/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斯.維

格拉文; 特蕾莎.貝隆圖; 汪仁雅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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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26-

333-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莫 內 的 花 園 / 凱 潔 . 維 邁 爾 (Kaatje 

Vermeire)作; 闕雅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04 .-- 32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57-32-9500-6 ( 精 裝 ) 

NT$420 普遍級  

蛀牙王子/張蓬潔文.圖 .-- 三版 .-- 臺

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36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79-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陪我一起玩/彭閔熙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人類, 11103 .-- 24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626-7071-54-0 (精裝) 

普遍級  

最美的風景/吳易蓁圖.文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 11104 .-- 48 面 ;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294-311-

3 (精裝) NT$380 普遍級  

尋找祕境/陳又凌文.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21-3 

(EPUB) NT$380 普遍級  

尋找祕境/陳又凌文.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22-0 (PDF) 

NT$380 普遍級  

琦琦找味道/黃慧敏文; 陳銘竹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05 .-- 24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3-046-

3 (平裝) 普遍級  

給我一張衛生紙/林佳怡文.圖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05 .-- 24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3-047-

0 (平裝) 普遍級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1: 燈猴、蛇

郎君、虎姑婆的故事/臺北地方異聞

工作室作; 陳余寬朗讀 .-- 臺北市 : 小

麥田, 11105 .-- 約 7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54-0 (線上有聲書

(MP3)) 普遍級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2: 山藥怪人、

魔鳥、地牛與天狗的傳說/臺北地方

異聞工作室作; 陳余寬朗讀 .-- 臺北

市 : 小麥田, 11105 .-- 約 79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0-55-7 (線上有

聲書(MP3)) 普遍級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3: 愛惡作劇

的竹篙鬼、塔達塔大、三消的故事/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作; 陳余寬朗

讀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05 .-- 約 6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56-4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 4: 阿里嘎該、

沙勞、達克拉哈的神奇故事/臺北地

方異聞工作室作; 陳余寬朗讀 .-- 臺

北市 : 小麥田, 11105 .-- 約 83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0-57-1 (線上有

聲書(MP3)) 普遍級  

開心的一天/彭閔熙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人類, 11103 .-- 24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626-7071-55-7 (精裝) 

普遍級  

黑暗中的願望/克莉絲汀娜.索恩托瓦

(Christina Soontornvat) 作 ; 鄭 榮 珍 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7-25-4 (EPUB) 普遍級  

黑貓魯道夫. 1：魯道夫與可多樂/齊

藤洋文; 杉浦範茂圖; 王蘊潔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11-6 

(EPUB) 普遍級  

黑貓魯道夫. 2: 魯道夫.一個人的旅

行 /齊藤洋文; 杉浦範茂圖; 王蘊潔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212-3 (EPUB) 普遍級  

黑貓魯道夫. 3: 魯道夫和來來去去的

朋友/齊藤洋文; 杉浦範茂圖 ; 陳昕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213-0 (EPUB) 普遍級  

黑貓魯道夫. 4: 魯道夫與白雪公主/

齊藤洋文; 杉浦範茂圖; 游韻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14-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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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80-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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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781-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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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782-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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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783-9 (EPUB) 

普遍級  

亂七八糟的口袋/思琪.漢歐爾(Ziggy 

Habaor) 文 ; 丹 尼 爾 . 格 雷 . 巴 奈 特

(Daniel Gray-Barnett)圖; 劉清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7031-24-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嗯嗯蛋糕 /方素珍作; 程翠繪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5 .-- 40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26-

321-5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奧黛麗.赫本/瑪麗亞.伊莎貝爾.桑切

斯.維格拉文; 艾瑪亞.亞拉索拉圖; 賴

嘉綾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626-326-332-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媽媽不在家的一年/達莎.托爾斯提科

娃(Dasha Tolstikova)著;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0-52-6 

(EPUB) 普遍級  

*媽媽咪呀!太空蛋/張玲鳳文; 小林振

興圖 .-- 初版 .-- 新北市 : 上好社會企

業, 11104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276-3-5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慈悲喜捨: 湯爺爺贈書行善的故事/

江連君作; 何品儀繪 .-- 二版 .-- 臺北

市 : 湯爺爺贈書工作團隊, 11103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773-

1-7 (精裝) 普遍級  

想太多先生/許慧貞文; 龔燕翎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11103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91-

254-6 (精裝) NT$280 普遍級  

想念的味道/陳依雯文; 日光路圖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05 .-- 24 面; 

21X20 公分 .-- ISBN 978-626-313-044-

9 (平裝) 普遍級  

愛刷牙就沒蛀牙/豪小喵作 .-- 三版 .-

- 新北市 : 人類, 11104 .-- 36 面; 24X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71-7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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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奶奶的情人裝/李光福文; 羅寗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7-11-7 (EPUB) NT$360 普遍級  

爺爺奶奶的情人裝/李光福文; 羅寗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7-12-4 (PDF) 普遍級  

當風暴來臨時/珍.尤倫, 海蒂.E.Y.絲

坦波作; 克莉絲汀, 凱文.郝德雪繪圖; 

吳文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57-32-9515-0 (精裝) NT$450 普遍級  

葛瑞的囧日記. 10, 不插電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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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

525-547-3 (EPUB) NT$380 普遍級  

葛瑞的囧日記. 10, 不插電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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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

525-548-0 (PDF)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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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200-0 (EPUB) 普遍級  

過獨木橋 /五味太郎文 .圖 ; 游珮芸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

化, 11103 .-- 30 面; 13X19 公分 .-- 

ISBN 978-626-95868-1-3 ( 精 裝 ) 

NT$240 普遍級  

電線上的小鳥會觸電嗎?/洪允熙作; 

金美延繪; 曹雅晴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8-73-1 (EPUB) 普遍

級  

嘉寶的田野大發現: 甘藷蟻象篇/蔡

佩珊繪圖 ; 陳清玉 , 連經憶故事構

成 .-- 嘉義市 : 嘉大,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079-5-5 (PDF) 

普遍級  

熊媽媽愛上了手機/汪菁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4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61-677-

3 (精裝) NT$280 普遍級  

瑪麗愛穿什麼就穿什麼/基斯.尼格利

(Keith Negley)著; 劉亞菲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55-3 (PDF) 普遍級  

瑪麗愛穿什麼就穿什麼/基斯.尼格利

(Keith Negley)著; 劉亞菲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56-0 (EPUB) 普遍

級  

端午飄粽香/鄭宗弦文; 陳奕喬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4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

5556-30-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認 識 身 體 健 康 小 學 堂 / 凱 特 . 羅 溫

(Kate Rowan), 賈 姬 . 梅 納 德 (Jacqui 

Maynard)文; 凱瑟琳.麥艾文(Katharine 

McEwen)繪; 蔡心語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宇宙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95763-9-5 (全套:精裝) 

NT$1280 普遍級  

說話/張蓬潔文.圖 .-- 二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405-8 (PDF) 普遍級  

輕輕對你說/KIDISLAND 兒童島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4 .-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

166-9 (精裝) 普遍級  

*數學故事讀說寫: 敘事.閱讀.寫作/

洪萬生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563-4 (PDF) 普遍級  

誰住在我家樓下?/安傑羅斯.安傑羅

(Angelos Angelou), 艾 蜜 . 西 尼 (Emy 

Sini) 文 ; 蘇 菲 雅 . 圖 里 雅 圖 (Sophia 

Touliatou)圖; 黃筱茵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 11104 .-- 32

面 ; 22X24 公 分  .-- ISBN 978-626-

95868-2-0 (精裝) NT$280 普遍級  

*鍬形蟲飛行大賽/阿德蝸文; 吳楚璿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104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454-

7-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蟲蟲總動員: 古老的疥君/朱紹盈文; 

翁淑慧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104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626-95454-8-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壞螳螂傑克/阿德蝸文; Jeans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104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454-6-9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禱告/張蓬潔文.圖 .-- 二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00-406-5 (PDF) 普遍級  

歡迎來到貓咪咖啡廳/徐皙暎著; 尹

太奎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251-5 (PDF) 普遍級  

歡迎來到貓咪咖啡廳/徐皙暎著; 尹

太奎圖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252-2 (EPUB) 普遍級  

變色龍與變形蟲/張晉麟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11103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91-253-

9 (精裝) NT$280 普遍級  

讓您久等了/五味太郎文.圖; 游珮芸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

化, 11103 .-- 30 面; 13X19 公分 .-- 

ISBN 978-626-95868-0-6 ( 精 裝 ) 

NT$240 普遍級  

鱷魚達利/露西.沃爾平(Lucy Volpin)

文.圖; 海狗房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5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440-428-5 (精裝) 普遍

級  

*我的第一本相對論 /沙達德 .凱德

(Sheddad Kaid), 薩 拉 . 費 隆 (Salah 

Ferrón)文; 愛德華.阿爾塔里巴(Eduard 

Altarriba)圖; 朱慶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75-7 (PDF)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量子物理/沙達德.凱德

(Sheddad Kaid), 薩 拉 . 費 隆 (Salah 

Ferrón) 著 ; 愛 德 華 . 阿 爾 塔 里 巴 

(Eduard Altarriba)繪; 三民自然編輯小

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

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574-0 (PDF) 普遍級  

兒歌識字看風景. 艾菲爾鐵塔篇/李

光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7-09-4 (EPUB) NT$300 普遍級  

兒歌識字看風景. 艾菲爾鐵塔篇/李

光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7-10-0 (PDF) NT$300 普遍級  

漫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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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條式漫畫)仙杜瑞拉先生/日生佑

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60-1 (EPUB)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所謂哥哥這種生物其

實很想要撒嬌。. 1/吹浦ハギ 餡玉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23-6 (EPUB)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溺愛的關係!. 1/七輝翼, 

松本ユ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24-3 

(EPUB) 限制級  

10DANCE 6/井上佐藤作; Shio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99-8 (EPUB) 普遍

級  

2.5 次元的誘惑 /橋本悠作; 李俊銘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658-6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24 小時不褪色的 Kiss/加藤スス作; 曾

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213-4 (第 1 冊: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

9214-1 (第 2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33cm 的放蕩: 小不點女孩,緊緊抓牢

無法抗拒地高潮/Kisaki Noah 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40-1 (EPUB) 限制級  

3P 情侶分租戀曲 /星名あんじ作 ;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65-4 (平裝) 限制級  

60 分鐘強制 SEX 休息: 法律規定我

得和上司在午休時間做愛. 1/ななみ

あいす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25-0 

(EPUB) 限制級  

栞與紙魚子/諸星大二郎畫; 丁安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73-42-

1 (第 1 冊:平裝) NT$420 .-- ISBN 978-

626-7073-43-8 (第 2 冊:平裝) NT$420

普遍級  

栞與紙魚子. 1/諸星大二郎畫; 丁安

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3-46-9 (PDF) 普遍級  

栞與紙魚子. 2/諸星大二郎畫; 丁安

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3-45-2 (PDF) 普遍級  

枢やな畫集黑執事/枢やな作;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2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9019-

2 (第 3 冊:平裝) NT$720 普遍級  

BEAST OF BLOOD 血獸/星名あんじ

作; shi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101-4 (第 2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BLOODY MAN 血契. 2/智能團漫畫; 

食夢蟹編劇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

力,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9-39-5 (EPUB) 普遍級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 14/岸本

斉史原作.監修;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35-2 (EPUB) 

普遍級  

B 的頂點/鬼嶋兵伍作; 李芸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98-1 (EPUB) 限制級  

Coffee & Vanilla 咖啡和香草/朱神寶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578-2 (第 11 冊:平裝) 普

遍級  

Coffee & Vanilla 咖啡和香草. 11/朱神

寶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6598-0 (PDF) 普遍級  

Coffee & Vanilla 咖啡和香草. 11/朱神

寶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6599-7 (EPUB) 普遍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淺野一

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4 .-- 20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206-2 (第 11 冊:平

裝) 普遍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 1/淺野

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69-0 (EPUB) 普遍

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 . 10/淺

野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78-2 (EPUB) 普遍

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 2/淺野

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70-6 (EPUB) 普遍

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 3/淺野

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71-3 (EPUB) 普遍

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 4/淺野

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72-0 (EPUB) 普遍

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 5/淺野

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73-7 (EPUB) 普遍

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 6/淺野

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74-4 (EPUB) 普遍

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 7/淺野

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75-1 (EPUB) 普遍

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 8/淺野

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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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29-176-8 (EPUB) 普遍

級  

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 惡魔的破壞. 9/淺野

一二 0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77-5 (EPUB) 普遍

級  

Dr.STONE 新石紀/稲垣理一郎原作; 

Boichi 作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009-3 ( 第 25 冊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EDENS ZERO 伊甸星原. 16/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36-9 

(EPUB) 普遍級  

FAIRY TAIL 魔導少年 百年任務/真

島浩原作 ; 上田敦夫漫畫 ;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023-9 (第

1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Fate/Grand Order-mortalis:stella: 剎 那

星辰. 2/TYPE-MOON 原作; 白峰漫畫; 

賴韋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97-4 

(EPUB) 普遍級  

Fate/Grand Order: Epic of Remnant: 亞

種特異點. IV, 禁忌降臨庭園 塞勒姆 

異端塞勒姆/TYPE-MOON 原作; 大森

葵作畫; 弁天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656-2 (第 4 冊:平裝) 普遍

級  

Fate/Grand Order: 真 實 之 旅 /TYPE-

MOON 原作; カワグチタケシ作; 蔡

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107-

6 (第 1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Fate/Grand Order: 真實之旅. 8/TYPE-

MOON 原作 ; 川口毅漫畫 ; 賴韋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96-7 (EPUB) 

普遍級  

Fate/kaleid liner 魔法少女☆伊莉雅

3rei!!/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36-

1 (第 12 冊:平裝) 普遍級  

Fate/kaleid liner 魔法少女☆伊莉雅

3rei!!. 12/Fate/stay night(Type-Moon)原

作; ひろやまひろし漫畫; 未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73-6 

(EPUB) 普遍級  

Game of Familia: 家族戰記. 2/山口ミ

コト原作; D.P 作畫; 游非凡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95-0 (EPUB) 限制級  

GRANDBLUE 碧藍之海/井上堅二原

作; 吉岡公威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021-5 (第 18 冊:平

裝) NT$130 普遍級  

GRANDBLUE 碧藍之海. 17/井上堅二, 

吉岡公威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037-6 (EPUB) 普遍級  

Kiss.and.Night. 1/羽純ハナ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94-3 (EPUB) 

限制級  

LOVE QUALIA 愛的感受性/多摩緒

べべ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4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206-6 (平裝) NT$160 限制級  

Marble 美味關係/川唯東子作; 張芳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93-6 (EPUB) 

限制級  

Mellow boy friend 熟成男友. 1/ヨナカ

ベベ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26-7 

(EPUB) 限制級  

Mr.Secret Floor: 我們的特別小寶貝/

朝霧夕原作 ; 劍解漫畫 ;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196-6 (EPUB) 限制級  

NEW GAME!. 11/得能正太郎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92-9 (EPUB) 

普遍級  

ONE PIECE 航海王/尾田栄一郎作; 許

任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013-0 (第 102

冊:平裝) NT$105 .-- ISBN 978-957-26-

9014-7 (第 102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25 普遍級  

PUI PUI 天竺鼠車車 抓住銀行搶劫

犯!/見里朝希, シンエイ動画監修; 小

毛寶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32

面; 21X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95-6 (精裝) NT$250 普遍級  

PUI PUI 好多好多天竺鼠車車!官方

角色大全/見里朝希, シンエイ動画

監修; 小毛寶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5 .-- 32 面; 21X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157-1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Sadistic Border: 施虐限界/松田とらい

ち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93-0 (EPUB) 

限制級  

Sadistic Border: 施虐限界/松田とらい

ち作; chu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5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64-7 (平裝) 限制級  

SAKAMOTO DAYS 坂本日常/鈴木祐

斗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

957-26-9104-5 (第 6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SANDA 變身聖誕老人/板垣巴留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158-8 (第 1 冊: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

9159-5 (第 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SKIP.BEAT!: 華麗的挑戰. 46/仲村佳

樹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87-1 (EPUB) 普遍級  

SPYxFAMILY 間諜家家酒/遠藤達哉

作 ; 陳 姿 君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124-

3 (第 9 冊:平裝) NT$110 .-- ISBN 978-

957-26-9294-3 (第 9 冊:平裝首刷限定

版) NT$140 普遍級  

THE 高潮地獄♂♀令人喘不過氣的

無盡快感 Sex/Anthology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41-8 (EPUB) 限制級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赤松健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22-2 (第 2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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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二租屋簷下. 1/鴫原シキ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527-4 (EPUB) 限制

級  

一狗= Eagle/蔡蔬菜作 .-- 高雄市 : 一

木工作室, 11104 .-- 128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95732-1-9 ( 平 裝 ) 

NT$320 限制級  

一個人到處瘋慶典: 高木直子日本祭

典萬萬歲/高木直子作; 陳怡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9-733-5 (EPUB) 

NT$196 普遍級  

一個人的第一次/高木直子圖文; 常

純敏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9-730-4 (EPUB) 普遍級  

一覺醒來就有了最強裝備跟太空船

決定以自家獨棟建築為目標當傭兵

自由過活/ソュート原作; 松井俊壱

漫畫; 賴詠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29-6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七夏之樂園: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

後宮. 3, 裸體捉迷藏篇/赤月みゅう

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04-6 

(EPUB) 限制級  

*七夏之樂園: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

後宮. 3, 裸體捉迷藏篇/赤月みゅう

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05-3 (PDF) 

限制級  

人生無聊小事挑戰社 /櫻川なろ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208-0 (平裝) NT$150 限制級  

人馬 /墨佳遼原作; 朔小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4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08-

6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人偶 . 1/銀甫作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8991-2 (EPUB) 普遍級  

入間同學入魔了 !/西修作 ; 陳楷錞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8949-3 (第 4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8950-9 (第

5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

26-8951-6 (第 6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8952-3 (第 7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8953-0 (第

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入間同學入魔了!. 3/西修作; 陳楷錞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38-3 (EPUB) 

普遍級  

十二支色戀草子: 蜜月之章/待緒イ

サミ原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210-9 (第 3 冊:平

裝) 限制級  

十三歲生日這天,我當上了皇后/石田

リンネ原作; 青井みと漫畫; 游若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5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456-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十三歲生日這天,我當上了皇后. 1/石

田リンネ原作; 青井みと漫畫; 游若

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89-7 (EPUB) 普遍級  

三人行/蝴蝶 Seba 原著; 曉君漫畫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11105 .-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7018-57-1 (第 1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三國志精裝典藏版/橫山光輝著; 施

凡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 冊 .-- ISBN 978-626-316-843-5 (第 8

冊:精裝) .-- ISBN 978-626-316-844-2 

(第 9 冊:精裝) .-- ISBN 978-626-316-

845-9 (第 10 冊:精裝) .-- ISBN 978-626-

316-846-6 (第 11 冊:精裝) .-- ISBN 978-

626-316-847-3 (第 12 冊:精裝) .-- ISBN 

978-626-316-848-0 (第 13 冊:精裝) .-- 

ISBN 978-626-316-849-7 (第 14 冊:精

裝) 普遍級  

大小姐,戀愛的時間到了。. 1/くたび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28-1 (EPUB) 

限制級  

大黑暗. 4/林田球作; 鄭世彬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00-0 (PDF) 

普遍級  

大黑暗. 4/林田球作; 鄭世彬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01-7 (EPUB) 

普遍級  

女公關玲子/宮崎摩耶作; 梁勝哲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105-2 (第 4 冊:

平裝) NT$130 限制級  

女兒的朋友/萩原あさ美作; 風間鈴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127-4 (第

5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三嶋与夢原作; 潮里潤作; 王啟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655-5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女朋友 and 女朋友. 5/ヒロユキ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90-5 

(EPUB) 普遍級  

小手指同學 ,請別亂摸/シンジョウ 

タクヤ作; 謝承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212-7 (第 1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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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59-37-1 (EPUB) 普遍級  

不再做朋友的那天/英子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69-2 (EPUB) 限制級  

不死不運/戸塚慶文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11-6 (第 10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不和諧的慾望與戀情 . 1/宮原ぐち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29-8 (EPUB) 

限制級  

不拒絕就當作妳答應: 順勢而做、被

騙著做、大做特做.... 1/矢倉銀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30-4 (EPUB) 限制

級  

不能委託他. 2/雪広うたこ作; 陳家

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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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57-26-8989-9 (EPUB) 

限制級  

不喜歡色色的我嗎?/鳩屋タマ作; 李

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153-3 (第 2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9154-0 (第

3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不善拒絕的 OL,被手指插到猛烈高

潮!讓人放鬆高潮到雙腿張開的按摩/

一本杭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42-5 

(EPUB) 限制級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1/水

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27-8 (EPUB) 普遍級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1/水

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28-5 (PDF) 普遍級  

不談感情的關係。 /FLOWERCHILD

作 ; 梁 勝 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135-9 (第 3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不親切 BG 的使用手冊. 1/灰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31-1 (EPUB) 限制

級  

中禪寺老師妖怪講義錄 解謎就交給

老師。. 1/志水アキ漫畫; 方郁仁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39-0 (EPUB) 普遍

級  

五星物語/永野護作; 戴小樹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25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6-824-4 (第

14 冊:平裝) 普遍級  

今天開始被偶像強勢調教!(Dom/Sub

世界觀)/Ii Ichin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587-9 (EPUB) 限制級  

*今泉家似乎變成辣妹的聚會所了 . 

4/のり伍郎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106-0 (PDF) 限制級  

*今泉家似乎變成辣妹的聚會所了 . 

4/のり伍郎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107-7 (EPUB) 限制級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14/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88-2 

(EPUB) 普遍級  

六月的七星. II/カスカベアキラ作; 

Sherry Hs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4 .-- 2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03-1 (平裝) 限制

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2/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

畫; 江采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76-6 (PDF) 普遍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2/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

畫; 江采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77-3 (EPUB) 普遍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3/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

畫; 江采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74-2 (PDF) 普遍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3/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

畫; 江采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75-9 (EPUB) 普遍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4/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

畫; 江采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72-8 (PDF) 普遍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4/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

畫; 江采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73-5 (EPUB) 普遍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5/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

畫; 江采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70-4 (PDF) 普遍級  

*公主殿下,「拷問」的時間到了. 5/

春原ロビンソン原作; ひたけい漫

畫; 江采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71-1 (EPUB) 普遍級  

公爵千金的本領/澪亞原作; 梅宮ス

キ漫畫;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6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1-440-8 (第 8 冊:平

裝) 普遍級  

公爵千金的本領. 8/澪亞作; 梅宮ス

キ漫畫;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90-3 (EPUB) 普遍級  

勿說是推理/田村由美作; 風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654-

8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反差萌爸爸. 1/泡沫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40-6 (EPUB) 普遍

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釣山女鱒篇. 4/

矢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8987-5 (EPUB) 普遍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釣伊富魚篇. I. 

6/矢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042-0 (EPUB) 普遍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釣紅點鮭篇. 2/

矢口高雄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8986-8 (EPUB) 普遍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釣香魚篇. 1/矢

口高雄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8985-1 (EPUB) 普遍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釣鯉魚篇. 5/矢

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8984-4 (EPUB) 普遍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趣味釣魚篇. 3/

矢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8983-7 (EPUB) 普遍級  

天使禁獵區(愛藏版). 1/由貴香織里

作 ; 江 荷 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88-8 (EPUB) 普遍級  

天使禁獵區(愛藏版). 2/由貴香織里

作 ; 江 荷 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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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89-5 (EPUB) 普遍級  

*天獄. 10/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

喬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793-3 (EPUB) 

普遍級  

*天獄. 10/うたたねひろゆき作; 洪子

喬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794-0 (PDF) 

普遍級  

少 年 的 深 淵 / 峰 浪 り ょ う 作 ; 

Mongolian Bait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27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653-1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少囉嗦,快把那根插進來!!: 與崇拜的

男人一起拍 AV/三木みつの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563-2 (EPUB) 限制

級  

巴夫洛夫狗狗的餵食計畫 /つし子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61-8 (EPUB) 

限制級  

心空放晴/会川フゥ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22-

7 (平裝) 限制級  

心跳不已的搶票大挑戰!/クジラック

ス作; 郭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295-9-

0 (平裝) 限制級  

心跳不已的搶票大挑戰!/クジラック

ス作; 郭婷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33-2-3 

(EPUB) 普遍級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椿泉漫畫; 陳鈞

然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2-602-

9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

603-6 (第 13 冊:平裝特別版) .-- ISBN 

978-626-322-604-3 (第 13 冊:平裝限定

版) 普遍級  

月喜歡就好/木內 Ramune 作; 曲冰熙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冊 .-- ISBN 978-626-00-6580-5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00-6581-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水蛇神夜詠/雷雷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

9155-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

26-9156-4 (第 3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普遍級  

火鳳燎原. 71/陳某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8982-0 (EPUB) 普遍級  

王子殿下的約會拍賣: 讓新娘蕩漾不

已的誘惑香氣. 1/田中琳, 仁賀奈, 周

防佑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46-5 

(EPUB) 限制級  

王者天下. 59/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02-4 (PDF) 

普遍級  

王者天下. 59/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03-1 (EPUB) 

普遍級  

世界,繼續繞著貓打轉/Nobeko 著; 黛

西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1-471-2 (平裝) 普遍級  

世界,繼續繞著貓打轉/Nobeko 著; 黛

西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91-0 (EPUB) 普遍級  

他的那裡插進來了...在最擁擠的車

上啪啪啪!. 1/砂糖いちと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45-8 (EPUB) 限制級  

出租女友 . 22/宮島禮吏作 ;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81-3 (EPUB) 

普遍級  

出租女友 . 23/宮島禮吏作 ;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43-7 (EPUB) 

普遍級  

出嫁準備進行曲: 大正富二代的強勢

求婚. 1/福嶋ユッカ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09-544-1 (EPUB) 限制級  

加油吧同期醬/よむ作; 翻譯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47-5 (第 1 冊:

平裝特裝版) NT$270 普遍級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15/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80-6 

(EPUB) 普遍級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16/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44-4 

(EPUB) 普遍級  

半夜的迷途動物/風緒作; 鍾明秀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22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10-

4 (平裝) 限制級  

半熟戀人. 13/ミユキ蜜蜂作;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45-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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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28-2 (第 5 冊:

平裝) 普遍級  

可愛無敵的你與初夜情事。. 1/木田

さっ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43-4 

(EPUB) 限制級  

失色世界/KENT 作; 湯伊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52-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平行天堂. 8/岡本倫作; 賴韋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79-0 (EPUB) 限制

級  

永遠的第 1 名 x 第 2 名的逆襲: WBL

番外漫畫/GENE 漫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66-7 (PDF) 普遍級  

永遠的第 1 名 x 第 2 名的逆襲: WBL

番外漫畫/GENE 漫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67-4 (EPUB) 普遍級  

白井カイウ x 出水ぽすか短篇集/白

井カイウ原作; 出水ぽすか作畫;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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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143-

4 (平裝) NT$100 普遍級  

白聖女與黑牧師/和武葉佐乃作; 廖

湘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128-

1 (第 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白聖女與黑牧師. 4/和武葉佐乃作; 

廖湘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78-3 

(EPUB) 普遍級  

矢神同學今天也壞壞。/藍川沙季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冊 .-- ISBN 978-626-00-6584-

3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626-00-

6585-0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矢神同學今天也壞壞。. 6/藍川沙季

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604-8 (EPUB) 普遍級  

矢神同學今天也壞壞。. 6/藍川沙季

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605-5 (PDF) 普遍級  

矢神同學今天也壞壞。. 7/藍川沙季

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606-2 (EPUB) 普遍級  

矢神同學今天也壞壞。. 7/藍川沙季

作; 楊采儒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00-6607-9 (PDF) 普遍級  

交疊著、被滋潤的、炙熱的雙唇: 美

型魅力男子的淫蕩化妝術. 1/ジョン

ルー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42-7 

(EPUB) 限制級  

伊旺偵探事務所: 鬼國之鑰/曹同德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曹 同 德 , 

11104 .-- 1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39-0 (上冊:精裝) NT$250 普

遍級  

任你拳打腳踢,我都會用愛治癒你/音

海ちさ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5 .-- 14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16-818-3 (平裝) 限制

級  

任 性 、 愛 唱 反 調 的 小 惡 魔 信 號

/Omayu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43-2 

(EPUB) 限制級  

企業傭兵/広江礼威作; 青色深淵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17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6587-

4 (第 12 冊:平裝) 普遍級  

再結一次婚/Ai 欸埃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黑白文化, 11104 .-- 18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95325-5-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名偵探柯南 犯人.犯澤先生/神庭麻

由子作; 李芝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639-5 (第 6 冊: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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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45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38-8 (下

冊:平裝) 普遍級  

名偵探柯南: 零的日常/新井隆廣作; 

陳柏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2-637-

1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

673-9 (第 5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因為成為魔王的得力助手,只好惡改

原作/木村原作; 慈朗有葉漫畫; 花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冊 .-- ISBN 978-626-00-6588-1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00-6589-8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因為成為魔王的得力助手,只好惡改

原作. 2/木村原作; 慈朗有葉漫畫; 花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08-6 (EPUB) 普遍級  

因為成為魔王的得力助手,只好惡改

原作. 2/木村原作; 慈朗有葉漫畫; 花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09-3 (PDF) 普遍級  

因為成為魔王的得力助手,只好惡改

原作. 3/木村原作; 慈朗有葉漫畫; 花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10-9 (EPUB) 普遍級  

因為成為魔王的得力助手,只好惡改

原作. 3/木村原作; 慈朗有葉漫畫; 花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11-6 (PDF) 普遍級  

回魂笛音: 蒙古.野馬.成吉思汗/李國

權作; 太陽兵團插畫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8-74-8 (EPUB) 普遍

級  

地下忍者/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814-5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地下忍者. 3/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60-5 (PDF) 

普遍級  

地下忍者. 3/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761-2 

(EPUB) 普遍級  

在喜歡上之前請繼續傷害我/深海魚

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4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577-5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在魔王城說晚安/熊之股鍵次作; 蔡

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4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19-2 (第 18 冊:平裝) 普遍級  

在魔王城說晚安. 16/熊之股鍵次作; 

蔡承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179-9 (EPUB) 普遍級  

好事多磨. 8/古鉢瑠華作; 吊木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90-4 

(EPUB) 普遍級  

她的××誰都不知道 /Mariko Murakit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86-2 (EPUB) 

普遍級  

如果,今天能見到小柴葵。/竹岡葉月

原作; フライ漫畫; 冰箱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21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137-3 (第 3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

法師 /豊田悠作; 和靜清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2-600-5 (第 8 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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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 ISBN 978-626-322-601-2 (第 8 冊:

平裝限定版) 限制級  

宇宙兄弟/小山宙哉著; 施凡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816-9 (第

34 冊:平裝) 普遍級  

宇崎學妹想要玩!/丈作; 徐劭曦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4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116-8 (第 8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真木蛍五 ; 

蔡妃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115-1 (第 1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式守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7/真木蛍五

作 ; 游 非 凡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46-8 (EPUB) 普遍級  

成為悲劇元凶的最強異端,最後頭目

女王為了人民犧牲奉獻 /天壱原作 ; 

松浦ぶんこ漫畫; 黃品玟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9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66-1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死役所/安曇騎士著; 洪子喬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815-2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 11/INOUE 作; 李

昆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180-5 (EPUB) 普遍級  

江戶前精靈. 1/樋口彰彦作; 冰箱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77-6 (EPUB) 普遍

級  

百草同學. 8/大竹利朋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26-8976-9 (EPUB) 普遍級  

老公是溺愛跟蹤狂: 拜託把我的學生

制服還來啊!. 1/小鳥彩花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41-0 (EPUB) 限制級  

老店第三代 咖啡廳和酒舖的童年玩

伴(特裝版)/重い実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75-2 (EPUB) 限制

級  

老師,心癢難耐/Arinc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34-0 (EPUB) 限制級  

老師,心癢難耐/Arinco 作; chu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62-

3 (平裝) 限制級  

老師,來做更色情的事吧: 激烈的求

愛 SEX 讓人無處可逃/加鳥ユウキ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85-5 (EPUB) 

限制級  

老師不是便器。/ホン.トク作; 加奈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198-4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老實人與渣男/あずみつな作; 徐柔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54-3 (EPUB) 

限制級  

血之轍/押見修造作; 蔡夢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5 .-- 22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9132-8 (第 8 冊:平

裝) NT$140 普遍級  

血之轍. 5/押見修造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74-5 (EPUB) 普遍

級  

血之轍. 6/押見修造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51-2 (EPUB) 普遍

級  

你的呼喚 CALLCALL/こん炉作; 游

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5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21-0 (平裝) 限制級  

你的咬痕讓人融化/縁々原作; 陳欣

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12-3 (平裝) 限制級  

你的碰觸帶來遠方風鈴輕響/早寢電

灯作; 田心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6-758-2 (PDF) 普遍級  

你的碰觸帶來遠方風鈴輕響/早寢電

灯作; 田心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6-759-9 (EPUB) 普遍級  

你是青鳥/山田小桃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576-

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你 真 正 的 對 象 , 可 是 我 喔 ?/Yuyu 

Katanose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44-9 

(EPUB) 普遍級  

別搞錯,這才不是命運. 新婚篇/ちふ

ゆ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199-

1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

957-26-9200-4 (中冊:平裝) NT$140 限

制級  

利己主義.馬戲團. 1/三雲譲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540-3 (EPUB) 限制

級  

即使妳將其稱為愛/ひびき澪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45-6 (EPUB) 普遍級  

呆萌酷男孩/那多ここね作; 厭世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26-9210-3 (第 4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20 普遍級  

妖幻三重奏/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010-9 (第 8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9256-1 (第

8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30 限制

級  

妖幻三重奏/矢吹健太朗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194-6 (第

7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30 限制

級  

完全實用版 成人漫畫沒告訴你的性

愛真相/Post Media 編輯部著; 何姵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189-8 (EPUB) 限制級  

希望復仇的最強勇者透過闇之刀展

開殲滅無雙 /斧名田マニマニ原作 ; 

坂本あきら漫畫; 李俊銘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6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28-9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快感初體驗/上原あり作; H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819-0 (平

裝)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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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不會對你動心(電子特典版)(全

冊)/箱石タミィ作; 風花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94-7 (EPUB) 普遍級  

我的老婆有點兇/栗田あぐり作; 郭

礎源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216-5 (第 1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

9217-2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我的室友帥哥學長/餅乾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457-6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我的異世界後宮. 總集篇. 1/鳳まひ

ろ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08-4 (PDF) 

限制級  

*我的異世界後宮. 總集篇. 1/鳳まひ

ろ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09-1 

(EPUB) 限制級  

我的菁英上司廢得很可愛. II/白崎ナ

ベ 作 ; 布 丁 媽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26-8948-6 (平裝) NT$160 普遍級  

我們異常的形狀/見多ほむろ作; 和

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2-605-

0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

606-7 (下冊:平裝) 限制級  

我家的天才寶貝(愛藏版)/羅川真里

茂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180-

9 (第 7 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

957-26-9182-3 (第 8 冊:平裝) NT$270 .-

- ISBN 978-957-26-9184-7 (第 9 冊:平

裝) NT$270 .-- ISBN 978-957-26-9181-

6 (第 7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70 .-

- ISBN 978-957-26-9183-0 (第 8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270 .-- ISBN 978-

957-26-9185-4 (第 9 冊:平裝首刷附錄

版) NT$270 普遍級  

我家的貓又在幹怪事了。/卵山玉子

作; 柯冠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825-1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我無法滿足那個人的胃/チョモラン

作; 王明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09-3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我想懷孕的理由/茶渋たむ作; H 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820-

6 (平裝) 限制級  

我與你的祕密花園/ちふゆ作; 澤野

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209-7 (全套:平裝) 

NT$320 限制級  

杜鵑婚約/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112-0 (第 1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肚子餓之後重新開始/ココミ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01-

1 (平裝) NT$140 普遍級  

身為菁英天使的我,為難以攻陷的 JK

傷透腦筋!/のやま作; umon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50-

7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身為菁英天使的我,為難以攻陷的 JK

傷透腦筋!. 1/のやま作; umon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92-7 

(EPUB) 普遍級  

那些關於我忍不住想騎到同期同事

之上的事情/猫野まりこ原作; 小春

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4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13-0 (平裝) 限制級  

那種關係/英子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670-8 (EPUB) 限制級  

亞人. 17/桜井画門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73-8 (EPUB) 普遍

級  

來自深淵 官方創作集/竹書房作; 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2-

636-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來自獅之國(特裝版)/博士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72-1 (EPUB) 

限制級  

來剪頭髮吧。/高橋真作; 鄭世彬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冊 .-

- ISBN 978-626-00-6593-5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00-6594-2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來剪頭髮吧。. 2/高橋真作; 鄭世彬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12-3 

(PDF) 普遍級  

來剪頭髮吧。. 2/高橋真作; 鄭世彬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13-0 

(EPUB) 普遍級  

來剪頭髮吧。. 3/高橋真作; 鄭世彬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14-7 

(PDF) 普遍級  

來剪頭髮吧。. 3/高橋真作; 鄭世彬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15-4 

(EPUB) 普遍級  

兔之森. 2/苑生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52-9 (EPUB) 普遍級  

兩週.夏日.秘事/風緒作; 黛西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590-4 (平

裝) 限制級  

咒術迴戰/芥見下々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015-4 ( 第 19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9138-0 (第

19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500 普遍

級  

和大叔、談戀愛。/Uruko Mizuki 作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83-1 (EPUB) 普遍

級  

和出走少女的全力濕身 Sex: 套套用

光前,能在你家避雨嗎?/めぎ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46-3 (EPUB) 限制級  

和冷酷新妻的新婚生活實在是 ...太

過下流了/Nanakusa Amane 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82-4 (EPUB) 限制級  

和雨.和你/二階堂幸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26-9106-9 (第 3 冊:

平裝) NT$180 普遍級  

*和愛撒嬌的凱路醬穿著泳裝色色 /

ひなた悠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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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100-8 (EPUB) 限制級  

*和愛撒嬌的凱路醬穿著泳裝色色 /

ひなた悠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101-5 (PDF) 限制級  

和 學 生 間 的 色 色 補 習 ... 竟 然 在 我

家!?/さぬきやん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581-7 (EPUB) 限制級  

命運戀人. 1/KAZUTAKA 原作; 智弘

櫂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53-6 (EPUB) 普遍級  

夜半之蛙初識戀愛 /アヒル森下作; 

王薇婷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55-0 

(EPUB) 普遍級  

妳就是世界上唯一的費洛蒙. 1/なら

だ大和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38-0 

(EPUB) 限制級  

妳願意跟我一起洗澡嗎?: 年下犬系

男子肆無忌憚的理由/Fujiromano 作 .-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47-0 (EPUB) 限制

級  

幸福的條件/草間さかえ漫畫; 小春

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197-3 (EPUB) 限制級  

彼岸島 48 天後.../松本光司作; 林武

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4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04-8 (第 16 冊:平裝) 限制級  

怪怪守護神/浜田義一作; 翁蛉玲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99-4 (第 28

冊:平裝) NT$100 限制級  

怪獸 8 號. 5/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16-1 (PDF) 

普遍級  

怪獸 8 號. 5/松本直也作; 秦不虫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17-8 

(EPUB) 普遍級  

怕痛的我,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夕蜜

柑原作; おいもとじろう漫畫;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134-

2 (第 4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放學後,開始甜蜜寵溺無止盡. 1/東条

さかな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37-3 

(EPUB) 限制級  

放學後性愛童貞. 1/転はく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536-6 (EPUB) 限制

級  

東京: 四季/ハル作; 李其馨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

957-26-9049-9 (上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9050-5 (下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東京卍復仇者/和久井健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8943-1 (第 13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957-26-8944-

8 (第 14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8945-5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100 .-- ISBN 978-957-26-8946-2 (第

16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

26-8947-9 (第 17 冊:平裝) NT$100 普

遍級  

東京卍復仇者. 8/和久井健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56-7 (EPUB) 

普遍級  

炎炎消防隊/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25-3 (第 3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爸爸與甜點師的焦糖蜜戀/楔ケリ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140-3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00 限

制級  

狐狸夫婿/れもんえんど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71-4 (EPUB) 

限制級  

盲愛危險物語 /木沢さわき作 ; Yu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7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663-0 (平裝) 限制級  

直到奪走你的一切為止/猫野まりこ

原作; 小春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91-1 (EPUB) 限制級  

初次媽媽活的兩小時後 ...在夫婦的

寢 室 中 被 睡 走 的 人 妻 紀 錄

/Kanitomato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584-8 (EPUB) 限制級  

初戀處女是白銀獅子的生死相許. 1/

雨砂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39-7 

(EPUB) 限制級  

金田一 37 歲之事件簿. 10/天樹征丸

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57-4 (EPUB) 普遍級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

事件簿. 9/天樹征丸, 金成陽三郎, 佐

藤文也原作; 船津紳平漫畫; 陳姿君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58-1 (EPUB) 

普遍級  

金魚妻/黒澤 R 作; 吳傳賢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133-5 (第 6 冊:平裝) 

NT$130 限制級  

金牌得主/つるまいかだ作; 江昱霖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129-8 (第

2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金髮妻的小朋友/むねしろ作; 郭婷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64 面; 26 公分 .-

- ISBN 978-626-95933-0-9 (平裝) 限制

級  

金髮妻的小朋友/むねしろ作; 郭婷

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暮想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933-1-6 (EPUB) 普遍

級  

長島/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19-650-1 (EPUB) 普遍級  

阿宅和鬼怪的桃色同居日常生活/晴

屋うまこ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8970-7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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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宅的戀愛太難 公式插畫集/ふじた

作 ; 翁 蛉 玲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26-9152-6 (平裝) NT$540 普遍級  

阿宅的戀愛太難. 10/ふじた作; 劉維

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59-8 (EPUB) 

普遍級  

青春之箱/三浦糀作;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

957-26-9144-1 (第 1 冊:平裝) NT$100 .-

- ISBN 978-957-26-9145-8 (第 2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957-26-9146-

5 (第 3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9147-2 (第 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14/村田真

優作; Arier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54-4 (PDF) 普遍級  

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 14/村田真

優作; Arier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55-1 (EPUB) 普遍級  

青春筆記本/綾瀨羽美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579-

9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二

丸修一原作; 井冬良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

449-1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3/

井冬良漫畫 ; 二丸修一原作 ;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509-2 (EPUB) 普遍級  

型男大野狼/上川きち作; 曾怡華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136-6 (EPUB) 限制

級  

帝都初戀心中. 9/蜜樹海湖作; 優希

米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18-5 (PDF) 普遍級  

帝都初戀心中. 9/蜜樹海湖作; 優希

米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19-2 (EPUB) 普遍級  

星辰墜落之國的妮娜. 1/RIKACHI 作; 

王杉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69-1 

(EPUB) 普遍級  

星期一的豐滿/比村奇石作; 謝子庭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126-7 (第

4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昨日,你已長眠。/ARUKU 作; 紅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4 .-- 25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05-5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洗禮完全版/楳圖一雄作; 露露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6-836-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16-837-4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16-838-1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839-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相 異 的 我 們 相 伴 如 常 ( 電 子 特 典

版)(全冊)/あまさわ蟹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95-4 (EPUB) 普遍

級  

秋山小姐的賞鳥生活 /津田七節作; 

何立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23-4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紅色玩具店. 1/KJK 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46-0 (PDF) 普遍級  

紅色褲襪男/逆柱意味裂作; 高彩雯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 

11106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95610-7-0 (平裝) NT$400 限制級  

紅頭巾的狼徒弟/茂木清香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130-4 (第 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9131-1 (第

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美好結局/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60-4 (EPUB) 

限制級  

要是當時吻了他. 預告篇/大石静, 林

マ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62-5 

(EPUB) 限制級  

哪邊都一樣: 一個屋簷下/柊のぞむ

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61-1 

(EPUB) 普遍級  

夏目的結婚對象. 1/乃木坂太郎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68-4 

(EPUB) 普遍級  

夏娃的祕語/仲野惠美子作; 瓜子譯 .-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583-

6 (平裝) 普遍級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CLAMP 作; 陳

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125-0 (第 12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

9289-9 (第 12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60 普遍級  

庫洛魔法使. 透明牌篇. 11/CLAMP 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62-8 

(EPUB) 普遍級  

書蟲公主/由唯原作; 喜久田ゆい漫

畫 ; 林 佳 祥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100-7 (第 6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書蟲公主. 2/由唯原作; 喜久田ゆい

漫 畫 ; 季 夏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63-5 (EPUB) 普遍級  

格差天堂/緒川千世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92-5 (第 8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330 限制級  

桃鬼!. 1/嘉島ちあき作; 周芝羽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95-9 

(EPUB) 限制級  

海波追尋的終幕/たらちねジョン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103-8 (第 2 冊:

平 裝 ) NT$130 .-- ISBN 978-957-26-

9195-3 (第 2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 

NT$150 普遍級  

海波追尋的終幕. 1/たらちねジョン

作 ; 張 紹 仁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64-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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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的寶石. 1/渋谷圭一郎作; 郭子

菱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50-6 (PDF) 普遍級  

琉璃的寶石. 1/渋谷圭一郎作; 郭子

菱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51-3 (EPUB) 普遍級  

真月譚月姬. 1/TYPE-MOON, 「真月

譚月姫」製作委員會原作; 佐々木少

年漫畫; 任天狗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60-6 (EPUB) 普遍級  

真月譚月姬 . 10/TYPE-MOON, 「真

月譚月姫」製作委員會原作; 佐々木

少年漫畫; 任天狗譯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1-461-3 (EPUB) 普遍級  

真月譚月姬. 2/TYPE-MOON, 「真月

譚月姫」製作委員會原作; 佐々木少

年漫畫; 任天狗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62-0 (EPUB) 普遍級  

真月譚月姬. 3/TYPE-MOON, 「真月

譚月姫」製作委員會原作; 佐々木少

年漫畫; 任天狗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63-7 (EPUB) 普遍級  

真月譚月姬. 4/TYPE-MOON, 「真月

譚月姫」製作委員會原作; 佐々木少

年漫畫; 任天狗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64-4 (EPUB) 普遍級  

真月譚月姬. 5/TYPE-MOON, 「真月

譚月姫」製作委員會原作; 佐々木少

年漫畫; 任天狗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65-1 (EPUB) 普遍級  

真月譚月姬. 6/TYPE-MOON, 「真月

譚月姫」製作委員會原作; 佐々木少

年漫畫; 任天狗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66-8 (EPUB) 普遍級  

真月譚月姬. 7/TYPE-MOON, 「真月

譚月姫」製作委員會原作; 佐々木少

年漫畫; 任天狗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67-5 (EPUB) 普遍級  

真月譚月姬. 8/TYPE-MOON, 「真月

譚月姫」製作委員會原作; 佐々木少

年漫畫; 任天狗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68-2 (EPUB) 普遍級  

真月譚月姬. 9/TYPE-MOON, 「真月

譚月姫」製作委員會原作; 佐々木少

年漫畫; 任天狗譯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69-9 (EPUB) 普遍級  

真晝的睡美人/杏作; MON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20-3 (平

裝) 限制級  

破曉之歌/ユノイチカ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67-

8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神之雫 最終章: Mariage. 24/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48-3 (PDF) 普遍級  

神之雫 最終章: Mariage. 24/亞樹直作; 

沖本秀畫; 涂翠花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49-0 (EPUB) 普遍級  

神之雫最終章: Mariage/亞樹直作; 沖

本秀畫; 涂翠花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830-5 (第 25 冊:平裝) 普

遍級  

神奇寶貝特別篇/山本智漫畫; 霖之

助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5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35-7 (第 57 冊:平裝) 普遍級  

秘密在擁吻中洩漏了(新裝版). 4/篁

アンナ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65-9 (EPUB) 普遍級  

秘 密 特 工 : THE SECRET 

SERVICE/Matoh Sanam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2-580-0 (EPUB) 普遍級  

純情砲友想被愛/蓮山田れん作; 和

靜清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9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08-1 (平裝) 限制級  

送魂少女踏上葬禮之路. 2/路那作; 

風間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66-6 

(EPUB) 普遍級  

迷宮飯/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2-598-5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2-599-2 (第 11

冊:平裝典藏版) 普遍級  

除了本壘以外我們全都做了。/Reij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79-4 (EPUB) 

限制級  

鬼與天國 再/阿賀直己原作; お吉川

京子作畫;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5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093-2 (平裝) NT$160 .-- ISBN 

978-957-26-9139-7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20 限制級  

偽惡犬大少爺與白兔小資女的溺愛

教育生活: 每晚結結實實色氣滿滿的

特訓. 1/赤色マッシ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35-9 (EPUB) 限制級  

偶像之王/若木民喜作; 平川遊佐譯 .-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827-

5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副聲道非常煩人/英子作; 黃怡菁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68-

5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動彈不得!/春日絹衣作; 灰陽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5 .-- 210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9205-9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國王排名. 11/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

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785-8 (EPUB) 

普遍級  

*國王排名. 11/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

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786-5 (PDF) 

普遍級  

專屬於你的追星者/とのまろ作; 黛

西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20-8 (EPUB) 限制級  

專屬於你的追星者/とのまろ作; 黛

西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21-5 (PDF)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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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的戀人遊戲/夏原サイケ作; 

鍾明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9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07-4 (平裝) 限制級  

*從前很快樂. 2/なか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02-2 (PDF) 限制級  

*從前很快樂. 2/なか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03-9 (EPUB) 限制級  

探察心思的指尖/喃喃作; 灰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2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207-3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啟示錄四騎士/鈴木央作; 林志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27-7 (第 6 冊:

平裝) NT$110 普遍級  

殺人十角館(漫畫版)/綾辻行人原作; 

清原紘漫畫; 涂愫芸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 11105 .-- 16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33-3877-2 (第 4 冊:平

裝) NT$160 普遍級  

殺人十角館(漫畫版). 4/綾辻行人原

作; 清原紘漫畫; 涂愫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880-2 (PDF) 普遍級  

殺手寓言/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6-821-3 (第 5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16-822-0 (第 6 冊:

平裝) 普遍級  

殺戮的天使 Episode.0/真田まこと原

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44-

6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殺戮的天使 Episode.0. 4/真田まこと

原作; 名束くだん漫畫; 蒼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93-4 

(EPUB) 普遍級  

*淫靡的精靈深愛著獸人君/一ノ瀬

ランド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090-2 

(PDF) 限制級  

*淫靡的精靈深愛著獸人君/一ノ瀬

ランド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091-9 

(EPUB) 限制級  

淘氣小貓的記憶書信. 1/出樹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534-2 (EPUB) 限制

級  

現在,正在談戀愛。. 1/八田鮎子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22-2 (EPUB) 普遍級  

現在,正在談戀愛。. 1/八田鮎子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23-9 (PDF) 普遍級  

甜美獎賞要在放學後/Akiyoshi Shim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48-7 (EPUB) 

限制級  

異世界泡泡澡堂輝夜/豬熊しのぶ作;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57-9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異世界的暴君王太子要娶來自地球

的我!?: 轉生魔女的黑色謎樣致命吸

引力. 1/ENVY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533-5 (EPUB) 限制級  

異世界悠閒農家 /內藤騎之介原作; 

劍康之漫畫; AC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6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47-7 (第 8 冊:

平裝) 普遍級  

異世界悠閒農家. 8/劍康之漫畫; 內

藤騎之介原作; AC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08-5 (EPUB) 普遍

級  

皎潔深宵之月. 1/山森三香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67-7 (EPUB) 

普遍級  

第一神拳/森川讓次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26-0 (第 13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細數繁星. 下/内田カヲル漫畫; 小春

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192-8 (EPUB) 限制級  

細數繁星. 上/内田カヲル漫畫; 小春

日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193-5 (EPUB) 限制級  

終末的女武神. 4/アジチカ作畫; 梅

村真也原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067-3 (EPUB) 普遍級  

處女老師無處可逃!/千野遥作; 柚子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

6582-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被虐狂女子與另人失望的女王大人/

狐ヶ崎作; 小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5 .-- 14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627-2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いみぎむる

作; 劉子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5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37-8 (第 14 冊:平

裝) 普遍級  

這個美術社大有問題!. 14/いみぎむ

る作; 劉子婕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81-1 (EPUB) 普遍級  

通往內心的橋: 兒童心理診所. 1/竹

村優作原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8966-0 (EPUB) 普遍級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

的本子. 5/大嘘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092-6 (PDF) 限制級  

*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做著猥褻行為

的本子. 5/大嘘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093-3 (EPUB) 限制級  

通話中,被 XL 巨根從背後不斷抽插: 

傳統人妻的淫亂 SEX/あいす.らて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78-7 (EPUB) 

限制級  

通靈童子 & a garden/武井宏之原作; 

鵺澤京漫畫; 陳楷錞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113-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通靈童子(愛藏版). 13/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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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68-0 

(EPUB) 普遍級  

通靈童子(愛藏版). 14/武井宏之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69-7 

(EPUB) 普遍級  

速水社長、原諒我戀愛反應慢半拍/

シラカワイチ, 紅カオル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64-9 (EPUB) 限制級  

陪伴你,接納自己/BIGUN 大槍漫畫;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企劃 .-- 臺北市 : 

衛福部, 11103 .-- 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37-01-7 (平裝) 普遍

級  

雪下的真相. 1/簡嘉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19-647-1 (EPUB) 

普遍級  

麻辣教師 GTO 失落的樂園/藤沢亨作; 

李其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20-8 (第 18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最弱的魔物使從撿垃圾開始/ほのぼ

のる 500 原作; 蕗野冬漫畫; 志野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624-1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

タンバ原作 ; 天海雪乃漫畫 ;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1-451-

4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

452-1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1-453-8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 

1/タンバ原作; 天海雪乃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94-1 (EPUB) 普遍級  

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 

2/タンバ原作; 天海雪乃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95-8 (EPUB) 普遍級  

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 

3/タンバ原作; 天海雪乃漫畫; umo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96-5 (EPUB) 普遍級  

最棒的小說家: secret/藤河るり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54-7 

(EPUB) 限制級  

割裂的戀愛/明生チナミ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49-4 (EPUB) 限制級  

惡役千金的第 94 次轉生好像成為女

主角了。/柊一葉原作; 高内藤花漫

畫;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4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586-7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愉快地和來訪的辣妹盡情愛愛!?/ぷ

ぅ崎ぷぅ奈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094-0 (PDF) 限制級  

*愉快地和來訪的辣妹盡情愛愛!?/ぷ

ぅ崎ぷぅ奈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095-7 (EPUB) 限制級  

朝劇!/浦沢直樹作;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8941-7 (第 6 冊:平裝

首刷附錄版) NT$160 普遍級  

棺材、旅人、怪蝙蝠. 7/きゅづきち

よこ作; 季上元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8955-4 (EPUB) 普遍級  

無法抗拒不請自來的惡魔!/えむえむ

お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591-1 (平裝) 限制級  

無法抗拒不請自來的惡魔!/えむえむ

お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6624-6 (PDF) 限制級  

無法抗拒不請自來的惡魔!/えむえむ

お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00-6625-3 (EPUB) 限制級  

無知的我所幹盡的壞事。. 1/らうり

ー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32-8 (EPUB) 

限制級  

無限住人: 幕末之章/滝川廉治作; 弁

天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33-3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發情的命運: 菁英 α 的理性已到極

限/七緒リヲン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559-5 (EPUB) 限制級  

短跑女神. 4/原田重光作; 江昱霖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70-3 (EPUB) 限制

級  

硬派隊長雌性暴露 BLACK OUT/四

方月ろーど作; 都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5 .-- 22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2-661-6 (平裝) 限制

級  

給不良少年的甜美獎賞/宮沢ゆら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56-1 

(EPUB) 限制級  

街角的魔族女孩. 4/伊藤いづも作; 

賴韋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57-8 

(EPUB) 普遍級  

視線部屋: ホン.トク短篇集/ホン.ト

ク 作 ; 加 奈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197-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越做越無法自拔我只想生你的孩子: 

比悲傷更悲傷的 α 學校唯一的 Ω/

カワズハ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557-1 (EPUB) 限制級  

越過陽台擁抱妳/カトウロカ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77-0 (EPUB) 限制級  

超純情女孩/八尋ぽち作; 熊次郎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43-3 (PDF) 

限制級  

超純情女孩/八尋ぽち作; 熊次郎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49-44-0 

(EPUB) 限制級  

超猛僧侶是初戀情人: 在深山寺廟裡,

被欺負到高潮絕倫/藤馬奈緒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3 .-- 面 ;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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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09-558-8 (EPUB) 限制

級  

進擊的巨人(全彩版)/諫山創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024-

6 (第 4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鄉下的堂弟是個黏人的小麥色馬尾

正太/びみ太作; 林星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3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48-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鄉下的堂弟是個黏人的小麥色馬尾

正太 . 4/びみ太作; 林星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97-2 

(EPUB) 普遍級  

開台王顏思齊. 1/仲魔六六六編劇; 

楊承達漫畫 .-- 第一版 .-- 新北市 : 飛

魚創意,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37-0-6 (EPUB) 普遍級  

開飯囉!喵嗚公園/喵嗚公園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98-9 

(EPUB) 普遍級  

開飯囉!喵嗚公園= Meowow park/喵

嗚公園作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5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459-0 (平裝) 普遍級  

黃金神威. 24/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07-7 

(EPUB) 普遍級  

黃金神威. 24/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08-4 

(PDF) 普遍級  

*黃金神威. 25/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89-6 

(EPUB) 普遍級  

*黃金神威. 25/野田サトル作; 賴思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90-2 

(PDF) 普遍級  

黑或白 /さちも作; 芙菈格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55-

2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黑或白 6/さちも作; 芙菈格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00-9 

(EPUB) 普遍級  

黑獅子王與命運新娘/東野海作; 澤

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094-

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黑道大哥的追星之路 /八田てき作; 

葛增娜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203-5 (第 1 冊:平裝) NT$140 普遍級  

催眠麥克風: Division Rap Battle: side 

F.P & M. 第 二 部 /EVIL LINE 

RECORDS 原作; 城キイコ漫畫; 尤靜

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102-

1 (第 2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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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12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829-9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アズマサワヨ

シ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5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41-5 (第 11 冊:平

裝) 普遍級  

愚蠢天使與惡魔共舞. 11/アズマサ

ワヨシ作; 雪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02-3 (EPUB) 普遍級  

想被討厭的你擁抱/Takaoka Motonar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92-3 (EPUB) 

限制級  

想說是 GAY 結果是雙,才驚覺被男大

姊給迷上了/高宮ニカ, めろめろす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55-7 (EPUB) 

限制級  

想藉由你的手改變/ほむらじいこ作; 

謝民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194-2 (EPUB) 限制級  

愛我吧,狸貓小波!. 1/赤瓦裳留夢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58-5 

(EPUB) 普遍級  

愛玩在鐘響之後 /オオタコマメ作; 

鍾明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11-1 (平裝) 限制級  

愛與交易的分界線/ただちに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556-4 (EPUB) 限制

級  

搖曳露營△/あ f ろ作; 陳楷錞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5 .-- 176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9114-4 (第 13 冊:平

裝) NT$130 普遍級  

搖曳露營△. 11/あ f ろ作; 陳楷錞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71-0 (EPUB) 普遍

級  

新妻君與新夫君 再戰一回/蔓沢つた

子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72-7 (EPUB) 普遍級  

暗夜部首/郎大容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郎大容, 11103 .-- 60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43-9944-4 (平裝) 普遍

級  

極道主夫/おおのこうすけ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121-2 (第 8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9122-9 (第

9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極樂鳥日子. 2/はらだ作; 澤野凌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59-2 (EPUB) 限制

級  

當 男 孩 遇 上 瑪 麗 亞 /PEYO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957-26-9218-9 (平裝) NT$160 .-- ISBN 

978-957-26-9302-5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10 普遍級  

*痴處女風紀委員對他人難以啟齒的

淫靡願望. 5, 嘗嘗穿著情色服裝的純

情婊姊妹丼吧/武田あらのぶ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096-4 (PDF) 限制級  

*痴處女風紀委員對他人難以啟齒的

淫靡願望. 5, 嘗嘗穿著情色服裝的純

情婊姊妹丼吧/武田あらのぶ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097-1 (EPUB) 限制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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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入空間(完全版)/伊藤潤二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2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6-9096-

3 (平裝) NT$200 .-- ISBN 978-957-26-

9299-8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30 普

遍級  

聖塔瑪莉亞.心之國/鳥生莉世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02-

8 (平裝) NT$170 限制級  

葬送的芙莉蓮/山田鐘人原作; アベ 

ツカサ漫畫; 里歐貝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117-5 ( 第 7 冊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葬送的芙莉蓮. 5/山田鐘人原作; 阿

部司漫畫; 里歐貝萊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9073-4 (EPUB) 普遍級  

運動少女們的無限中出社團訓練/る

るキチ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54-0 

(EPUB) 限制級  

*隔壁自甘墮落的大姊姊們毫無防

備!?/綾枷ちよ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110-7 (PDF) 限制級  

*隔壁自甘墮落的大姊姊們毫無防

備!?/綾枷ちよこ作 .-- 臺北市 : 買動

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1-111-4 (EPUB) 限制級  

隔壁的冷漠經紀人/ナナトなな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91-6 (EPUB) 限制

級  

飼養寵物需用愛情呵護/内野タカラ, 

高田ちさ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

比 樂 視 網 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9-553-3 (EPUB) 限制級  

嘆息.交纏.檸檬水/箱石タミィ作; 趙

聖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20-

2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對比的我和你/itz 作; 李其馨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5 .-- 31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9219-6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957-26-9255-4 (平

裝首刷限定版) NT$250 普遍級  

*滿是處女的房間: 宅宅的我與班上

辣妹們交歡的故事/ビフィダス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098-8 (PDF) 限制級  

*滿是處女的房間: 宅宅的我與班上

辣妹們交歡的故事/ビフィダス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099-5 (EPUB) 限制

級  

漫話中國史. 4, 南征北討的宋與元/

王禾瑪編劇; 棄名人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3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6-28-0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漫話中國史. 5, 天朝殞落: 明與清/王

禾瑪編劇; 沾水筆尖 G 漫畫 .-- 初版 .-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3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56-29-7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熊星人蓋亞能源遺跡之謎/比歐力工

作室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076-21-

7 (第 3 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

626-7076-22-4 (第 4 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睡不著的夜晚就來掠奪我吧/ちふゆ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52-6 (EPUB) 

限制級  

碧藍航線 微速前進!. 2/アズールレ

ーン原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74-1 (EPUB) 普遍級  

精力旺盛的貪心小羊 /Rakuta Shok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50-0 (EPUB) 

限制級  

與好友合理做愛的方法/つし子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51-7 (EPUB) 限制

級  

舔一舔再吃下去/七ノ日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51-9 (EPUB) 限制級  

銀河英雄傳說/田中芳樹原作; 藤崎

竜漫畫; 沈嘉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32-6 (第 19 冊:平裝) 普

遍級  

噗啾♥愛浴 /八尋ぽち作 ; 熊次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45-7 

(PDF) 普遍級  

噗啾♥愛浴 /八尋ぽち作 ; 熊次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46-4 

(EPUB) 限制級  

慰安婦戰姬 /吉村英明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609-8 (平裝)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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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60-8 (PDF)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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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61-5 (EPUB) 

NT$350 普遍級  

潮與壹成. 1/宇野ユキアキ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60-8 (EPUB) 

普遍級  

請在伸展台上微笑. 22/猪ノ谷言葉

作 ; 吳 勵 誠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8961-5 (EPUB) 普遍級  

賠命金/沙村広明作; 吳勵誠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5 .-- 224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9108-3 (第 6 冊:平

裝) NT$140 限制級  

輝夜姬讓人想八卦 /赤坂アカ原作; 

G3 井田漫畫;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012-3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鄰座的,五十嵐同學。/瞳ちご ひな

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50-2 (EPUB) 

限制級  

醉鬼就要亂亂愛/あらか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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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626-309-549-6 (EPUB) 限制

級  

魅 惑 心 機 甜 蜜 陷 阱 / 貓 田 米 藏 作 ;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5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54-5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魅惑心機甜蜜陷阱. 2/貓田米藏作;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506-1 (EPUB) 普遍級  

凝視的眼眸/日野ガラス作; 蔡夢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62-2 (EPUB) 

限制級  

噢!原來你家住這裡: 最臺最呆萌的

臺灣野生動物日常/玉子日記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34-9 (EPUB) 

NT$270 普遍級  

學生奶爸情人. 臉紅心跳夫婦篇/御

景椿原作; 小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4 .-- 192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626-329-211-6 (平裝) 限制

級  

戰士黑豹. 2/鄭問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辣,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0-2-3 (EPUB) 普遍級  

樹里亞的為愛痴狂/扇ゆずは作; 蔡

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 

11104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00-6592-8 (第 6 冊:平裝) 限制級  

樹里亞的為愛痴狂. 6/扇ゆずは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26-0 (PDF) 限制級  

樹里亞的為愛痴狂. 6/扇ゆずは作; 

蔡雨璇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

6627-7 (EPUB) 限制級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1/海冬零兒原

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29-2 (PDF) 普遍級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2/海冬零兒原

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30-8 (PDF) 普遍級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3/海冬零兒原

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31-5 (PDF) 普遍級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4/海冬零兒原

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32-2 (PDF) 普遍級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5/海冬零兒原

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33-9 (PDF) 普遍級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6/海冬零兒原

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43-8 (PDF) 普遍級  

*機巧少女不會受傷. 7/海冬零兒原

作; 高城計著;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42-1 (PDF) 普遍級  

機動戰士鋼彈 0083 REBELLION/矢

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夏元雅人漫

畫; 王志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5 .-- 20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38-5 (第 16 冊:平

裝) 普遍級  

機動戰士鋼彈 THUNDERBOLT/矢立

肇, 富野由悠季原案; 太田垣康男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97-0 (第 19 冊:平裝) NT$150 普遍級  

機 動 戰 士 鋼 彈 外 傳 THE BLUE 

DESTINY/矢立肇, 富野由悠季原作; 

たいち庸漫畫; 遠鄉欣二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8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43-9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獨占我的英雄. XI/ありいめめこ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05-5 

(EPUB) 普遍級  

親吻來世的你/灰田ナナコ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660-9 (平裝) 限制級  

親 愛 的 弗 蘭 克 斯 DARLING in the 

FRANXX/Code:000 原作; 矢吹健太朗

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8942-

4 (第 7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60 .-

- ISBN 978-957-26-9002-4 (第 8 冊:平

裝首刷限定版) NT$160 限制級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 4/松本英吉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40-7 (PDF) 普遍級  

貓狗的爆笑同居生活. 4/松本英吉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41-4 (EPUB) 普遍級  

辦公室的獵豹/ホン.トク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196-0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靛藍色花瓣. 1/サマミヤアカザ作; 

王杉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75-8 

(EPUB) 普遍級  

頭牌男公關飼養的狗/いさき李果作; 

流川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4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07-9 (平裝) 限制級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2/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38-4 (PDF) 普遍級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2/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39-1 (EPUB) 普遍級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3/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36-0 (PDF) 普遍級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 3/天野明作; 

賴思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37-7 (EPUB) 普遍級  

龍狼傳. 王霸立國篇. 7/山原義人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76-5 

(EPUB) 普遍級  

優等生的祕密工作 /あずまゆき作;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31-9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檜山健太郎懷孕了 /坂井惠理原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813-8 (平裝) 普遍級  

療傷遊戲 重新開始. 2/日ノ原巡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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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77-2 

(EPUB) 普遍級  

聯誼對象是肉食警官!?. 1/踊る毒林

檎原作; 佐鳥百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78-9 (EPUB) 普遍級  

膽大黨/龍幸伸作; 蔡夢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

957-26-9148-9 (第 1 冊:平裝) NT$100 .-

- ISBN 978-957-26-9149-6 (第 2 冊:平

裝) NT$100 .-- ISBN 978-957-26-9150-

2 (第 3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

957-26-9151-9 (第 4 冊:平裝) NT$100 .-

- ISBN 978-957-26-9261-5 (第 1 冊:平

裝首刷限定版) NT$130 普遍級  

賽雷三分鐘漫畫世界史. 1/賽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83-6 

(EPUB) 普遍級  

賽雷三分鐘漫畫世界史. 2/賽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84-3 

(EPUB) 普遍級  

雖然有點小聰明又可愛,但我可是男

生 !/Yuki Yu 作  .-- 臺北市  : 青文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590-9 (EPUB) 普遍級  

職場裡太耀眼的兩人/ma2 作; 志野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

625-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藏住尾巴藏不住愛 /富塚ミヤコ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8963-9 

(EPUB) 限制級  

藍色時期. 10/山口飛翔作;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04-8 (EPUB) 普遍

級  

藍色時期. 11/山口飛翔作; Niva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79-6 (EPUB) 普遍

級  

藍蘭島漂流記/藤代健作; 李嘉箴譯 .-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118-2 (第 37

冊:平裝) NT$100 限制級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馬場翁原作; か

かし朝浩漫畫; 廖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42-2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11/馬場翁原作; 

かかし朝浩漫畫; 廖文斌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03-0 (EPUB) 

普遍級  

雙子!?交換精活!: 女裝少年身分曝光

那就只好插妳了!/タマイシキネ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48-9 (EPUB) 限制

級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愛七ひ

ろ原作 ; あやめぐむ漫畫 ; 王志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5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1-439-2 (第 12 冊:平裝) 普遍級  

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12/愛

七ひろ原作; あやめぐむ漫畫; 王志

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504-7 (EPUB) 普遍級  

藤子.F.不二雄大全集: 超能力魔美/

藤子.F.不二雄作; ki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3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30-2 (第 4 冊:

平裝) 普遍級  

藤本樹短篇集. 17-21/藤本樹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141-

0 (平裝) NT$100 普遍級  

藤本樹短篇集. 22-26/藤本樹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142-

7 (平裝) NT$100 普遍級  

鏡頭外的偶像好吃精/古茶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9-547-2 (EPUB) 限制

級  

關於我追著喜歡的人,卻意外被雙面

王 子 擄 獲 身 心 這 件 事 。 /nao fujiy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89-3 (EPUB) 

限制級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伏瀬

原作; 川上泰樹漫畫; 黃則霖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5 .-- 208 面; 18 公分 .-

- ISBN 978-957-26-9109-0 (第 20 冊:平

裝) NT$150 普遍級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18/

伏瀨原作 ; 川上泰樹漫畫 ;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65-3 (EPUB) 

普遍級  

寶總監西行記. 3, 斬斷美國世間情= 

Bao director westbound. vol 3, cut off the 

thread of American love/寶總監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9-38-

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鏽蝕之夢 右/久間よよよ作; 李其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80-2 (EPUB) 

普遍級  

鏽蝕之夢 左/久間よよよ作; 李其馨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81-9 (EPUB) 

普遍級  

灌籃少年. ACT4. 4/八神浩樹作;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64-6 (EPUB) 

普遍級  

灌籃少年 ACT4/八神浩樹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110-6 (第

10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魔女的使命 . 16/水薙竜作 ; 蔡孟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82-6 (EPUB) 

普遍級  

魔王上司是理想中的巨根/ミヤケ円

作; 李俊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

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9-47-1 (PDF) 限制級  

魔王上司是理想中的巨根/ミヤケ円

作; 李俊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

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9-48-8 (EPUB) 限制級  

魔法少年賈修(完全版). 1/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83-3 

(EPUB) 普遍級  

魔法水果籃 another/高屋奈月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098-

7 (第 4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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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使的印刷廠/もちんち原作; 深

山靖宙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445-3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魔法使的印刷廠. 6/もちんち原作; 

深山靖宙漫畫;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07-8 (EPUB) 

普遍級  

魔法使的新娘/ヤマザキコレ作; 蔡

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76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123-

6 (第 17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鶴 立 雞 群 的 他 想 被 玷 汙 /Mumumu 

Mom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588-6 

(EPUB) 限制級  

聽說你們要結婚了!?/若木民喜作; 御

門幻流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16-826-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戀上換裝娃娃/福田晋一作; 王杉珊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119-9 (第 9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9120-5 (第

9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70 普遍

級  

戀愛(少女)的培育法/万丈梓作; 陳律

吟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5 .-- 16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

626-322-626-5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戀愛中的絕滅遺傳子 Ω/影木栄貴, 

蔵王大志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26-8939-4 (EPUB) 限制級  

戀愛廚房!/カキネ作; 呂郁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659-3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變大了!加油吧同期醬/よむ作; 翻譯

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9048-

2 (第 1 冊:平裝特裝版) NT$410 普遍

級  

變成怪獸的同志/ミナモトカズキ作; 

SCALY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2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16-823-7 (平裝) 普遍級  

變身照相機. 4/本名和幸作; 季上元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8940-0 (EPUB) 

限制級  

變身照相機. 5/本名和幸作;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84-0 (EPUB) 

限制級  

靈異教師神眉(愛藏版)/真倉翔原作; 

岡野剛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

9189-2 (第 11 冊 :平裝 ) NT$250 .-- 

ISBN 978-957-26-9190-8 (第 12 冊:平

裝) NT$250 .-- ISBN 978-957-26-9191-

5 (第 13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

957-26-9192-2 ( 第 14 冊 : 平 裝 ) 

NT$250 .-- ISBN 978-957-26-9193-9 (第

15 冊:平裝) NT$250 .-- ISBN 978-957-

26-9186-1 (第 8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NT$250 .-- ISBN 978-957-26-9187-8 (第

9 冊 :平裝首刷附錄版 ) NT$250 .-- 

ISBN 978-957-26-9188-5 (第 10 冊:平

裝首刷附錄版) NT$250 普遍級  

靈異教師神眉(愛藏版)(6-7)/真倉翔

原作; 岡野剛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

957-26-9179-3 (全套:平裝) NT$500 普

遍級  

鑽石王牌 act2/寺嶋裕二作; 方郁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111-3 (第

30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鑽石王牌 act II. 23/寺嶋裕二作; 方郁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85-7 (EPUB) 

普遍級  

豔漢. 15/尚月地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086-4 (EPUB) 普遍級  

あいだいろ畫集 地縛少年花子君. II/

あいだいろ作; 曾怡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9018-5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小說及雜文 

(新譯)新美南吉的「狐狸出沒!」/新

美南吉作; 陳季霞朗讀 .-- 臺北市 : 尚

儀數位學習, 11103 .-- 約 287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5-88-0 (線上有

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1951 全面追緝/王駿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54-3 (PDF) 普遍級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外傳. 

2, 鍔 鳴 的 太 刀 . 中 / 蝸 牛 く も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80-3 (PDF) 普遍級  

GOBLIN SLAYER!哥布林殺手外傳. 

2, 鍔 鳴 的 太 刀 . 中 / 蝸 牛 く も 作 ; 

Runo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81-0 (EPUB) 普遍級  

Like an Angel. 萊斯特篇/瀝青, 白夜

by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78-0 (PDF) 限制級  

Like an Angel. 萊斯特篇/瀝青, 白夜

by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79-7 (EPUB) 限制級  

Silent Witch: 沉默魔女的祕密. 1/依空

まつり作; 吊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74-3 (EPUB) 普遍

級  

UBIK 尤比克(這部小說無所不能,<<

銀翼殺手>>菲利普.狄克傳世經典)/

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著; 蘇瑩

文譯 .-- 臺北市 : 寂寞,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323-8-4 (EPUB) 

普遍級  

*一代梟雄. 下冊/葛奇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25-6 

(PDF) NT$300 普遍級  

*一代梟雄. 上冊/葛奇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03-4 

(PDF) NT$300 普遍級  

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斯蒂芬.褚威格

著; 沉櫻譯 .-- 四版 .-- 臺北市 : 大地,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2-354-7 (EPUB) 普遍級  

一的情書/晨羽著 .-- 臺北市 : 悅知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44-3-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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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丹仙/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547-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48-7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49-4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550-0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一紙相思/阮慶岳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48-7 (EPUB) 普遍

級  

*一劍情仇. 第一冊/司馬燕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28-4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情仇. 第二冊/司馬燕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29-1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情仇. 第三冊/司馬燕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30-7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情仇. 第五冊/司馬燕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31-4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情仇. 第六冊/司馬燕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32-1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情仇. 第四冊/司馬燕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33-8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華夷. 第一冊/遼海漁夫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05-8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華夷. 第二冊/遼海漁夫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31-7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華夷. 第三冊/遼海漁夫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21-8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華夷. 第五冊/遼海漁夫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20-1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華夷. 第六冊/遼海漁夫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26-3 (PDF) NT$300 普遍級  

*一劍華夷. 第四冊/遼海漁夫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23-2 (PDF) NT$300 普遍級  

一點都不想相親的我設下高門檻條

件,結果同班同學成了婚約對象!?. 2/

櫻木櫻作;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75-0 (EPUB) 普遍級  

*七巧連環鏢 .第三冊/公子羽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25-3 (PDF) NT$300 普遍級  

*七巧連環鏢. 第一冊/公子羽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91-1 (PDF) NT$300 普遍級  

*七巧連環鏢. 第二冊/公子羽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12-3 (PDF) NT$300 普遍級  

*七星劍. 第一冊/關銘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67-3 (PDF) 

NT$300 普遍級  

*七星劍. 第二冊/關銘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77-2 (PDF) 

NT$300 普遍級  

*七星劍. 第三冊/關銘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83-3 (PDF) 

NT$300 普遍級  

*七星劍. 第四冊/關銘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93-2 (PDF) 

NT$300 普遍級  

*七聚三合劍. 第一冊/白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55-6 

(PDF) NT$300 普遍級  

*七聚三合劍. 第二冊/白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75-4 

(PDF) NT$300 普遍級  

*七聚三合劍. 第三冊/白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74-7 

(PDF) NT$300 普遍級  

*九九歸原掌. 第一冊/寂寞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12-6 (PDF) NT$300 普遍級  

*九九歸原掌. 第二冊/寂寞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18-8 (PDF) NT$300 普遍級  

*九九歸原掌. 第三冊/寂寞樓主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24-9 (PDF) NT$300 普遍級  

人族鎮守使/白駒易逝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507-4 (第 2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08-1 (第 2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09-8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510-4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511-1 (第 25 冊:平裝) 普遍級  

人間失格/太宰治著; 陳系美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38-1 (PDF) 

普遍級  

人間失格/太宰治著; 陳系美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39-8 (EPUB) 

普遍級  

*八曲譜. 第一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95-9 

(PDF) NT$300 普遍級  

*八曲譜. 第二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14-7 

(PDF) NT$300 普遍級  

*八曲譜. 第三冊/公孫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18-5 

(PDF) NT$300 普遍級  

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 7/岬鷺宮作; 

廖文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76-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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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奇變/水的龍翔作 .-- 臺北市 : 風

雲時代, 11103 .-- 冊 .-- ISBN 978-626-

7025-82-6 (全套:平裝) NT$2900 普遍

級  

*千面閻羅. 第一冊/孤獨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62-8 (PDF) NT$300 普遍級  

*千面閻羅. 第二冊/孤獨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61-1 (PDF) NT$300 普遍級  

*千面閻羅. 第三冊/孤獨生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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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517-3 (第 5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18-0 (第 6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519-7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20-3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521-0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522-7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大夏斬妖人/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543-2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44-9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45-6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546-3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大神輕咬誘愛軟萌萌小鹿: Sit spin/流

螢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00-6595-9 (平裝) NT$240 普遍級  

*大欽差金搏虎. 下/董升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5-57-3 (PDF) 

NT$580 普遍級  

*大欽差金搏虎. 上/董升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5-58-0 (PDF) 

NT$620 普遍級  

*大欽差金搏虎. 中/董升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5-56-6 (PDF) 

NT$620 普遍級  

大魏聖主/七月未時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86-2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87-9 (第 8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88-6 (第 9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489-3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63-

0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小不點/愛德華.凱瑞(Edward Carey)著; 

康學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93-5-9 (PDF) 普遍級  

小惡魔學妹纏上了被女友劈腿的我. 

4/御宮ゆう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77-4 (EPUB) 普遍

級  

小黃女運將/小野寺史宜著; 黃薇嬪

譯 .-- 臺北市 : 三民,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432-8 (EPUB) 

普遍級  

*山澤異人傳. 第一冊/彭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08-9 

(PDF) NT$300 普遍級  

*山澤異人傳. 第二冊/彭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33-1 

(PDF) NT$300 普遍級  

*山澤異人傳. 第三冊/彭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19-5 

(PDF) NT$300 普遍級  

*山澤異人傳. 第五冊/彭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30-0 

(PDF) NT$300 普遍級  

*山澤異人傳. 第六冊/彭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27-0 

(PDF) NT$300 普遍級  

*山澤異人傳. 第四冊/彭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28-7 

(PDF) NT$300 普遍級  

*弓劍戈/石磊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

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6-263-5 (PDF) 

NT$300 普遍級  

才女的侍從: 在滿是高嶺之花的貴族

學校暗中照顧(毫無生活自理能力的)

學院第一大小姐/坂石遊作作; 蕪村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168-7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957-26-9169-4 (第 1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不完美女兒/艾莉卡.桑切斯(Erika L. 

Sanchez)作; 陳佳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19-4 (EPUB) 普遍級  

不良龍王/凌霄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21-5 (EPUB) 普遍級  

不想成為騎士的我. 5, 與擁有最強騎

士的他/草子信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1-707-5 (PDF) 普遍級  

*五步追魂. 第一冊/依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04-1 

(PDF) NT$300 普遍級  

*五步追魂. 第二冊/依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44-7 

(PDF) NT$300 普遍級  

*五步追魂. 第三冊/依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32-4 

(PDF) NT$300 普遍級  

公子別秀/榮小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529-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30-2 (第 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31-9 (第 7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532-6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33-3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534-0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公主試婚/凌霄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31-4 (EPUB) 普遍級  

*勾魂榜. 下冊/歐陽天雷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58-1 (PDF) NT$300 普遍級  

*勾魂榜. 上冊/歐陽天雷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59-8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使在人間/茱蒂.杜亞特作; 薛慧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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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23-3 (EPUB) 普遍級  

天啊!這女高中生裙子底下有槍啊!. 

4/小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68-1 (PDF) 普遍級  

天啊!這女高中生裙子底下有槍啊!. 

4/小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69-8 (EPUB) 普遍級  

*天雷劍. 下冊/司徒嬿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17-8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雷劍. 上冊/司徒嬿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90-4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魔劍. 第一冊/江南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60-0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魔劍. 第二冊/江南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02-7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魔劍. 第三冊/江南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73-0 

(PDF) NT$300 普遍級  

太乙/霧外江山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4 .-- 冊 .-- ISBN 978-

626-311-687-0 ( 第 3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688-7 (第

3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689-4 (第 3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90-0 (第 3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91-

7 (第 4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少年風水師/文濤小道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1-656-6 (第 1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57-

3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658-0 ( 第 1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659-7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660-3 (第 1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巴爾札克短篇小說選集(人間喜劇精

選 )/奧諾雷 .德 .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著; 邱瑞鑾譯 .-- 二版 .-- 臺中

市 : 好讀,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8-595-0 (EPUB) NT$450 普

遍級  

文狀元惱婚/凌霄著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522-2 (EPUB) 普遍級  

*日薄西山/金陵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054-9 (PDF) 

NT$300 普遍級  

*月落烏啼. 第一冊/金陵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61-7 

(PDF) NT$300 普遍級  

*月落烏啼. 第二冊/金陵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76-1 

(PDF) NT$300 普遍級  

*月落烏啼. 第三冊/金陵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77-8 

(PDF) NT$300 普遍級  

*木靈神龍. 第一冊/白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69-7 

(PDF) NT$300 普遍級  

*木靈神龍. 第二冊/白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91-8 

(PDF) NT$300 普遍級  

*木靈神龍. 第三冊/白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88-8 

(PDF) NT$300 普遍級  

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內佛.舒特作; 

陳婉容譯 .-- 二版 .-- 桃園市 : 逗點文

創結社,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86-3-7 (PDF) 普遍級  

仙藥大亨/寂寞我獨走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64-0 (第 3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65-7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66-4 

(第 3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467-1 (第 34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468-8 (第 35 冊:平裝) 普遍級  

*古堡蛟龍. 第一冊/曉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07-2 

(PDF) NT$300 普遍級  

*古堡蛟龍. 第二冊/曉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17-1 

(PDF) NT$300 普遍級  

*古堡蛟龍. 第三冊/曉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49-2 

(PDF) NT$300 普遍級  

只要長得可愛,即使是變態你也喜歡

嗎?/花間燈作; 吳天立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

9160-1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

957-26-9161-8 (第 14 冊:平裝首刷限

定版) 普遍級  

四大名捕系列套書/溫瑞安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025-84-0 (全套:

平裝) NT$4320 普遍級  

失戀博物館/烏雲冉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387-0 (EPUB) 

普遍級  

失戀博物館 . 下/烏雲冉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385-6 

(EPUB) 普遍級  

失戀博物館 . 上/烏雲冉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386-3 

(EPUB) 普遍級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白米良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9032-1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9033-8 

(第 12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 ISBN 

978-957-26-9034-5 (第 12 冊:平裝豪華

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永遠的院子/小川糸著; 陳令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509-9 (EPUB) 

普遍級  

*玄黃劍影. 下冊/江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99-4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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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黃劍影. 上冊/江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73-4 (PDF) 

NT$300 普遍級  

玄龍傳說/百分之七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90-9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91-6 (第 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92-3 (第 8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493-0 (第 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94-7 

(第 10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564-7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玉尺金鈴. 第一冊/燕樂春暉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06-5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尺金鈴. 第二冊/燕樂春暉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15-7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尺金鈴. 第三冊/燕樂春暉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48-5 (PDF) NT$300 普遍級  

用籃球挑戰人生柯比.布萊恩: 從童

年到退休,超越極限和成就團隊的 24

種態度/HBK(林聖淵)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真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54-0-2 (PDF) 普遍級  

白雪王子/玥嶺作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32-1 (EPUB) 普遍級  

交叉連結. 4, 覺醒與災厄的互換身體

姊 妹遊戲 攻略 /久追遙希作 ; Linc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78-1 (EPUB) 普遍級  

任性情婦/瓅菁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20-8 (EPUB) 普遍級  

全職藝術家/我最白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1-672-6 (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673-3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674-0 (第 2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75-7 (第 2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76-

4 (第 25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733-4 ( 第 2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34-1 (第

2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735-8 (第 2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36-5 (第 2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37-

2 (第 3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冰 島 暗 湧 : 孤 島 / 拉 格 納 . 約 拿 森

(Ragnar Jonasson)著; 蘇雅薇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10-9 (EPUB) 

NT$266 普遍級  

冰 島 暗 湧 : 暗 潮 / 拉 格 納 . 約 拿 森

(Ragnar Jonasson)著; 蘇雅薇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09-3 (EPUB) 

NT$252 普遍級  

冰 島 暗 湧 : 謎 霧 / 拉 格 納 . 約 拿 森

(Ragnar Jonasson)著; 林零譯 .-- 一版 .-

- 臺北市 : 臉譜,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08-6 (EPUB) 

NT$252 普遍級  

冰 島 暗 湧 三 部 曲 / 拉 格 納 . 約 拿 森

(Ragnar Jonasson)著; 蘇雅薇, 林零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11-6 

(EPUB) NT$770 普遍級  

*冰蕊寒萼. 第一冊/鼎湖居士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97-3 (PDF) NT$300 普遍級  

*冰蕊寒萼. 第二冊/鼎湖居士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13-0 (PDF) NT$300 普遍級  

*冰蕊寒萼. 第三冊/鼎湖居士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05-5 (PDF) NT$300 普遍級  

*冰蕊寒萼. 第五冊/鼎湖居士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19-2 (PDF) NT$300 普遍級  

*冰蕊寒萼. 第四冊/鼎湖居士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15-4 (PDF) NT$300 普遍級  

危險魔物/卡蜜.嘉西亞, 瑪格麗特.史

托爾作; 朱崇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6-764-3 (PDF) 普遍級  

危險魔物/卡蜜.嘉西亞, 瑪格麗特.史

托爾作; 朱崇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6-765-0 (EPUB) 普遍級  

危險魔物. 2: 危險詭計/卡蜜.嘉西亞, 

瑪格麗特.史托爾作; 朱崇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762-9 (PDF) 

普遍級  

危險魔物. 2: 危險詭計/卡蜜.嘉西亞, 

瑪格麗特.史托爾作; 朱崇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763-6 (EPUB) 

普遍級  

在異世界獲得超強能力的我,在現實

世界照樣無敵: 等級提升改變人生命

運/美紅作; 龔持恩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

9170-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957-

26-9171-7 (第 7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好友角色的我怎麼可能大受歡迎?/

世界一作; 劉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9172-4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好想好想不想你/刁貓著 .-- 臺北市 :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0-53-9 (PDF) 

普遍級  

成魔路: 惡作劇之神.洛基(北歐神話

三部曲)/黃唯哲作; 丘梅君, 宋克軍, 

何志威, 林美秀, 林谷珍, 夏治世, 張

騰, 陳彥鈞, 梁興昌, 符爽, 葉于嘉, 賈

文安, 蔣鐵城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 11103 .-- 約 15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18-9 (線上有聲書

(MP3)) NT$380 普遍級  

朱千歲與虎爺公的日常/瀝青著 .-- 臺

北市 : 鏡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47-5 (PDF) NT$180

普遍級  

朱顏血.丹杏. 1/紫狂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46-6 (EPUB) NT$125 普

遍級  

朱顏血.丹杏. 2/紫狂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47-3 (EPUB) NT$125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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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顏血.丹杏. 3/紫狂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48-0 (EPUB) NT$125 普

遍級  

朱顏血.丹杏. 4/紫狂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49-7 (EPUB) NT$125 普

遍級  

朱顏血.丹杏. 5/紫狂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50-3 (EPUB) NT$125 普

遍級  

朵朵自在小語: 開成自己喜愛的花/

朵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

3875-8 (PDF) 普遍級  

*江湖浴血記. 下冊/龍淵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98-7 

(PDF) NT$300 普遍級  

*江湖浴血記. 上冊/龍淵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70-3 

(PDF) NT$300 普遍級  

百鬼夜行卷. 7, 吸血鬼/笭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35-8 

(EPUB) 普遍級  

*竹劍鐵書. 第一冊/白玉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75-8 

(PDF) NT$300 普遍級  

*竹劍鐵書. 第二冊/白玉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76-5 

(PDF) NT$300 普遍級  

*竹劍鐵書. 第三冊/白玉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86-4 

(PDF) NT$300 普遍級  

*竹劍鐵書. 第四冊/白玉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78-9 

(PDF) NT$300 普遍級  

艾情草/莫辰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23-9 (EPUB) 普遍級  

血咒/龍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嗨森

數位文創,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77-0 (EPUB) 普遍級  

*血影人. 第一冊/高庸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96-6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影人. 第二冊/高庸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06-2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影人. 第三冊/高庸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07-9 (PDF) 

NT$300 普遍級  

你是我最想擁有的以後/紫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40-0-9 

(EPUB) 普遍級  

克羅洛戰記: 轉移到異世界的我,最

擅長的好像只有床上功夫/サイトウ

アユム作; 林均鎂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9211-0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冷劍痴魂. 第一冊/慕容菡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98-0 

(PDF) NT$300 普遍級  

*冷劍痴魂. 第二冊/慕容菡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20-8 

(PDF) NT$300 普遍級  

*冷劍痴魂. 第三冊/慕容菡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26-0 

(PDF) NT$300 普遍級  

*吸血令. 第一冊/鳳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65-9 (PDF) 

NT$300 普遍級  

*吸血令. 第二冊/鳳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84-0 (PDF) 

NT$300 普遍級  

*吸血令. 第三冊/鳳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82-6 (PDF) 

NT$300 普遍級  

*吸血令. 第四冊/鳳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80-2 (PDF) 

NT$300 普遍級  

妖風/龍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嗨森

數位文創,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79-4 (EPUB) 普遍級  

我在大乾修長生/蕭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85-5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13-5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14-2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515-9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516-6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我把自己埋進土裡/玖芎作 .-- 台中

市 : 兔仔夢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6-0-5 (EPUB) 普遍

級  

我沒死,只是變成了掃地機器人/添田

信著; 王華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33-3879-6 (PDF) 普遍級  

我和女友的妹妹接吻了。. 1/海空り

く作; 吳天立譯 .-- 臺北市 : 東立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06-2 (EPUB) 普遍級  

我為什麼反共: 60 篇醍醐灌頂的學人

之思/殷海光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750-5 (PDF) 普遍級  

我們的重製人生. 5/木緒なち作; 陳

冠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56-8 (PDF) 普遍級  

我們的重製人生. 5/木緒なち作; 陳

冠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57-5 (EPUB) 普遍級  

我從遊戲中喚醒的魔王是廢柴. 2, 新

任務:虛實連結/子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74-92-4 (EPUB) 

普遍級  

我欲封天/耳根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

626-325-497-8 (第 7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98-5 (第 7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99-2 (第 78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00-5 (第 7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01-2 

(第 80 冊:平裝) 普遍級  

投資一定有風險. 下/本生燈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4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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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95739-5-0 

(EPUB) 普遍級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村上春樹著; 賴

明珠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00-1 (PDF) 普遍級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村上春樹著; 賴

明珠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01-8 (EPUB) 普遍級  

沒離開過/悍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悍兔, 11105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498-7-3 (平裝) NT$350 限

制級  

*赤子心. 第一冊/寒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65-5 (PDF) 

NT$300 普遍級  

*赤子心. 第二冊/寒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84-6 (PDF) 

NT$300 普遍級  

*赤子心. 第三冊/寒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85-3 (PDF) 

NT$300 普遍級  

*赤子心. 第四冊/寒梅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86-0 (PDF) 

N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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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手島史詞作; 吳

苾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07-9 

(EPUB) 普遍級  

邪染蒼天/忌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4 .-- 冊 .-- ISBN 978-

626-311-677-1 ( 第 1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678-8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679-5 (第 1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80-1 (第 1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81-

8 (第 15 冊:平裝) NT$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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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

450-433-6 (EPUB) 普遍級  

那天,我綁架了一隻蘿莉/午夜藍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9177-9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並蒂金刀. 下冊/司馬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69-0 

(PDF) NT$300 普遍級  

*並蒂金刀. 上冊/司馬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60-7 

(PDF) NT$300 普遍級  

乖,大神別鬧!= Electronic sports/青梅

醬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95648-4-

2 (第 1 冊:平裝) NT$344 .-- ISBN 978-

626-95648-5-9 (第 2 冊:平裝) NT$317 .-

- ISBN 978-626-95648-6-6 (第 3 冊:平

裝) NT$324 普遍級  

乖,大神別鬧!= Electronic sports/青梅

醬撰稿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95648-8-

0 (全套:平裝) NT$1099 普遍級  

京都神官錄/泉灯行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379-5 (EPUB) 普遍

級  

咆哮山莊(新裝珍藏版)/艾蜜莉.白朗

特(Emily Bronte)著; 伍晴文譯 .-- 二

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8-596-7 (EPUB) 

NT$350 普遍級  

*咆哮江湖. 第一冊/醉樂天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57-4 (PDF) NT$300 普遍級  

*咆哮江湖. 第二冊/醉樂天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56-7 (PDF) NT$300 普遍級  

*咆哮江湖. 第三冊/醉樂天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55-0 (PDF) NT$300 普遍級  

*咆哮江湖. 第四冊/醉樂天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54-3 (PDF) NT$300 普遍級  

*奇人. 第一冊/屠龍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66-6 (PDF) 

NT$300 普遍級  

*奇人. 第二冊/屠龍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79-6 (PDF) 

NT$300 普遍級  

*奇人. 第三冊/屠龍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94-9 (PDF) 

NT$300 普遍級  

*奇女毒簪. 下冊/蕭湘子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64-5 

(PDF) NT$300 普遍級  

*奇女毒簪. 上冊/蕭湘子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61-4 

(PDF) NT$300 普遍級  

姊妹/大衛.芬基諾斯(David Foenkinos)

著; 賈翊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

冠,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3-3871-0 (PDF) 普遍級  

*孤鸿萬里征. 第一冊/胡不歸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51-5 (PDF) NT$300 普遍級  

孤鸿萬里征. 第二冊/胡不歸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78-2 (PDF) NT$300 普遍級  

*孤鸿萬里征. 第三冊/胡不歸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68-3 (PDF) NT$300 普遍級  

底 層 戰 士 , 轉 職 成 外 掛 魔 導

師!/kimimaro 作; 陳幼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175-5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怪奇捷運物語. 3, 麒麟破繭/芙蘿著 .-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37-2 

(EPUB) 普遍級  

拔劍就是真理/乘風御劍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542-5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61-6 (第 12

冊:平裝) 普遍級  

林原惠的動畫角色教會我的每一件

事: 努力生存的力量/林原惠作; 吳松

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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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79-8 (EPUB) 普遍級  

牧龍師/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1105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535-7 (第 54 冊:平裝) 普

遍級  

*盲俠醉客. 下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63-8 

(PDF) NT$300 普遍級  

*盲俠醉客. 上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53-9 

(PDF) NT$300 普遍級  

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1-20)/臥龍

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025-86-

4 (全套:平裝) NT$6400 普遍級  

*虎痴. 第一冊/公子玉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10-2 (PDF) 

NT$300 普遍級  

*虎痴. 第二冊/公子玉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47-8 (PDF) 

NT$300 普遍級  

*虎痴. 第三冊/公子玉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36-2 (PDF) 

NT$300 普遍級  

初戀/林福蔭作 .-- 初版 .-- 基隆市 : 林

福蔭, 11103 .-- 4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16-1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金旭令. 下冊/孤影客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88-1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旭令. 上冊/孤影客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82-9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骷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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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6-052-5 

(PDF) NT$300 普遍級  

阿里阿多.謝謝/木下諄一著; 高詹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69-1 (PDF) 普遍級  

阿里阿多.謝謝/木下諄一著; 高詹燦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70-7 (EPUB) 普遍級  

*青牛怪俠. 第一冊/履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37-9 

(PDF) NT$300 普遍級  

*青牛怪俠. 第二冊/履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43-0 

(PDF) NT$300 普遍級  

*青牛怪俠. 第三冊/履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39-3 

(PDF) NT$300 普遍級  

*青牛怪俠. 第四冊/履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40-9 

(PDF) NT$300 普遍級  

*俠侶青萍. 下冊/君萍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76-8 

(PDF) NT$300 普遍級  

*俠侶青萍. 上冊/君萍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55-3 

(PDF) NT$300 普遍級  

冒牌機器人/林滿秋著; Asta Wu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543-5 (EPUB) NT$380 普遍級  

冒牌機器人/林滿秋著; Asta Wu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544-2 (PDF) NT$380 普遍級  

前夫的肉償計畫/菲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65-0 (EPUB) 

普遍級  

前夫的肉償計畫/菲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66-7 (PDF) 

普遍級  

叛逃新娘/麗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19-2 (EPUB) 普遍級  

娃娃與標本師 /伊莉莎白 .麥克尼爾

(Elizabeth Macneal)作; 黃亦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7-88-9 

(EPUB) NT$315 普遍級  

春夏秋冬代行者 春之舞/暁佳奈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9028-4 (上冊:

平裝) .-- ISBN 978-957-26-9029-1 (上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是啊,確實很可愛呢/刈野ミカタ作; 

林憲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

9165-6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星門/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70-1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71-8 (第 29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72-5 (第 30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73-2 

(第 3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474-9 (第 32 冊:平裝) 普遍級  

星星是暗夜的眼睛= The stars are the 

eyes of the dark night/幾米 Jimmy Liao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1105 .-- 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626-7118-27-6 (平裝) NT$420 .-- ISBN 

978-626-7118-28-3 (精裝) NT$520 普

遍級  

星期五的書店: 夏天與汽水/名取佐

和子著; 徐欣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49-0 (EPUB) 普遍級  

毒愛小嫩妻/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767-4 (EPUB) 普遍

級  

毒愛小嫩妻/可樂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禾馬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768-1 (PDF) 普遍級  

*洛水寒. 下冊/逍遙子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09-3 (PDF) 

NT$300 普遍級  

*洛水寒. 上冊/逍遙子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00-0 (PDF) 

NT$300 普遍級  

洛基成魔路/黃唯哲編劇 .-- 初版 .-- 

臺北市 : 遍路文化傳媒,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528-5-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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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

著; 鄭襄憶譯 .-- 初版 .-- 新竹縣 : 一

念出版社,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39-1-4 (EPUB) NT$220 普

遍級  

珍珠淚/鄭妍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18-5 (EPUB) 普遍級  

相愛沒錯/草夕子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74-0 (PDF) 普遍級  

紅龍之眼. 1, 天龍陰玉/龍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80-0 

(EPUB) 普遍級  

紅龍之眼. 2, 闇帖現世/龍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81-7 

(EPUB) 普遍級  

紅龍之眼. 3, 雙月奇譚/龍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82-4 

(EPUB) 普遍級  

紅龍之眼. 4, 幽冥信差/龍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78-7 

(EPUB) 普遍級  

紅龍之眼. 5, 天堂之門/龍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83-1 

(EPUB) 普遍級  

紅龍之眼. 6, 滅龍之戰/龍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84-8 

(EPUB) 普遍級  

美麗的他/凪良ゆう作; 葛西リカコ

畫 ; 林 珉 萱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2-596-1 (EPUB) 限制級  

美麗的他. 2, 可恨的他/凪良ゆう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597-8 

(EPUB) 限制級  

*苦劍. 下冊/金嵐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300-7 (PDF) 

NT$300 普遍級  

*苦劍. 上冊/金嵐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264-2 (PDF) 

NT$300 普遍級  

英文(郵政)/劉達, 許文達, 劉亭雲, 歐

陽編著 .-- 十六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

考資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4-43-7 (EPUB) 普遍級  

重生之逆流黃金年代/行者不息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1-667-2 (第 11

冊 :平裝 ) NT$180 .-- ISBN 978-626-

311-668-9 (第 1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69-6 (第 1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70-

2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671-9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38-9 (第

1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739-6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40-2 (第 18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41-

9 (第 1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742-6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重修無雙 . 卷一 /道左滄葉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54-7 (EPUB) 

NT$99 普遍級  

重修無雙 . 卷七 /道左滄葉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55-4 (EPUB) 

NT$99 普遍級  

重修無雙 . 卷二 /道左滄葉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56-1 (EPUB) 

NT$99 普遍級  

重修無雙 . 卷八 /道左滄葉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57-8 (EPUB) 

NT$99 普遍級  

重修無雙 . 卷三 /道左滄葉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58-5 (EPUB) 

NT$99 普遍級  

重修無雙 . 卷五 /道左滄葉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59-2 (EPUB) 

NT$99 普遍級  

重修無雙 . 卷六 /道左滄葉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60-8 (EPUB) 

NT$99 普遍級  

重修無雙 . 卷四 /道左滄葉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61-5 (EPUB) 

普遍級  

重組世界 Rebuild World. 2. 上, 舊領域

連結者 /ナフセ作; 陳士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80-4 

(EPUB) 普遍級  

風流情婦/瓅菁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17-8 (EPUB) 普遍級  

香荷囊/嵐靜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24-6 (EPUB) 普遍級  

朕在 2009. 第一集/羅川文; RAC 繪 .-

- 初版 .-- 高雄郵 : 製肉本屋,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14-8-2 

(EPUB) NT$280 普遍級  

朕在 2009. 第二集/羅川文; RAC 繪 .-

- 初版 .-- 高雄郵 : 製肉本屋,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14-9-9 

(EPUB) NT$280 普遍級  

朕在 2009. 第三集/羅川文; RAC 繪 .-

- 初版 .-- 高雄郵 : 製肉本屋,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2-0-9 

(EPUB) NT$280 普遍級  

*海魔. 第一冊/馮靜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54-6 (PDF) 

NT$300 普遍級  

*海魔. 第二冊/馮靜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79-9 (PDF) 

NT$300 普遍級  

*海魔. 第三冊/馮靜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67-6 (PDF) 

NT$300 普遍級  

*海魔. 第四冊/馮靜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66-9 (PDF) 

NT$300 普遍級  

烈日愛神/詩雅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33-8 (EPUB) 普遍級  

烏 托 邦 大 道 / 大 衛 . 米 契 爾 (David 

Mitchell)著; 左惟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38-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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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血淚. 下冊/鳴雷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22-2 (PDF) 

NT$300 普遍級  

*神州血淚. 上冊/鳴雷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93-5 (PDF) 

NT$300 普遍級  

神曲(全彩名畫新版)/但丁原著; 郭素

芳改寫 .-- 三版 .-- 臺中市  : 好讀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78-597-4 (EPUB) NT$369 普遍級  

神探福爾摩斯. I/阿瑟.柯南.道爾著 .-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63-3 

(PDF) 普遍級  

*神梟鬼俠. 第一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64-8 

(PDF) NT$300 普遍級  

*神梟鬼俠. 第二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82-2 

(PDF) NT$300 普遍級  

*神梟鬼俠. 第三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83-9 

(PDF) NT$300 普遍級  

神落帝皇的魔法使/易人北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176-2 (第 5 冊:平裝) 

限制級  

*神龍譜. 第一冊/司徒子華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11-9 

(PDF) NT$300 普遍級  

*神龍譜. 第二冊/司徒子華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29-4 

(PDF) NT$300 普遍級  

*神龍譜. 第三冊/司徒子華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22-5 

(PDF) NT$300 普遍級  

神醫/孫明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鏡

文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54-55-0 (PDF) 普遍級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

626-325-462-6 (第 7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24-1 (第 72 冊:平裝) 普

遍級  

*神鷹天龍劍無情. 第一冊/黃沙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99-7 (PDF) NT$300 普遍級  

*神鷹天龍劍無情. 第二冊/黃沙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21-5 (PDF) NT$300 普遍級  

*神鷹天龍劍無情. 第三冊/黃沙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08-6 (PDF) NT$300 普遍級  

素衣千金/梨花白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信昌, 11103 .-- 冊 .-- ISBN 978-

626-7107-23-2 (第 1 卷:平裝) NT$250 .-

- ISBN 978-626-7107-24-9 (第 2 卷:平

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25-

6 (第 3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

626-7107-26-3 (第 4 卷:平裝) NT$250 .-

- ISBN 978-626-7107-27-0 (全套:平裝) 

普遍級  

草枕 . 下/夏目漱石原作; 翁曼寧朗

讀 .-- 初版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3 .-- 約 15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87-3 (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茶花 ,夏雨 : 與數不清的優雅午後= 

Fleurs d'équinoxe/Shyu 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賽勒米文化, 11105 .-- 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99-0-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迷蛇記/莎拉.派瑞(Sarah Perry)作; 聞

若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611-0 (EPUB) 普遍級  

偷天修羅/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4 .-- 冊 .-- ISBN 978-

626-311-648-1 ( 第 51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649-8 (第

52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650-4 (第 53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651-1 (第 54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652-

8 (第 55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問心仙緣/蒙面怪客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82-4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83-1 (第 14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84-8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41-8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560-9 (第 17 冊:平裝) 普遍級  

將軍求娶/莫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09-319-8 (EPUB) 普遍級  

崑崙天尊/怕辣的紅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527-2 (第 1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39-5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56-2 

(第 18 冊:平裝) 普遍級  

強力毒藥/桃樂絲.榭爾絲(Dorothy L. 

Sayers)著; 易萃雯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臉譜,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094-2 (EPUB) 普遍級  

強制撩男/瀝青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957-26-9178-6 (平裝) 限制級  

*彩鳳瑤凰. 第一冊/皇甫瓊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46-8 (PDF) NT$300 普遍級  

*彩鳳瑤凰. 第二冊/皇甫瓊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47-5 (PDF) NT$300 普遍級  

*彩鳳瑤凰. 第三冊/皇甫瓊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48-2 (PDF) NT$300 普遍級  

*彩鳳瑤凰. 第五冊/皇甫瓊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49-9 (PDF) NT$300 普遍級  

*彩鳳瑤凰. 第四冊/皇甫瓊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50-5 (PDF) NT$300 普遍級  

御獸王/輕泉流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80-0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25-8 (第 2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37-1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54-8 

(第 24 冊:平裝) 普遍級  

探龍舟/丹菁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25-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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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愛神/詩雅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16-1 (EPUB) 普遍級  

棄宇宙/鵝是老五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飛燕文創,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1-653-5 ( 第 33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654-2 (第

34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655-9 (第 35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702-0 (第 36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703-

7 (第 37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

626-311-704-4 ( 第 38 冊 : 平 裝 ) 

NT$190 .-- ISBN 978-626-311-705-1 (第

39 冊:平裝) NT$190 .-- ISBN 978-626-

311-706-8 (第 40 冊:平裝) NT$190 普

遍級  

殺人偵探 . 1, 他是誰/龍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85-5 

(EPUB) 普遍級  

殺人偵探. 2, 人間蒸發/龍雲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86-2 

(EPUB) 普遍級  

*清音鎮魔錄. 第一冊/牛青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50-8 

(PDF) NT$300 普遍級  

*清音鎮魔錄. 第二冊/牛青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62-1 

(PDF) NT$300 普遍級  

*清音鎮魔錄. 第三冊/牛青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70-6 

(PDF) NT$300 普遍級  

*清音鎮魔錄. 第四冊/牛青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73-7 

(PDF) NT$300 普遍級  

被放逐的吊車尾少年,從邊境生還成

為 S 級對魔師/御子柴奈々作; 趙鴻龍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041-3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這個 beta 有點 o/輕覺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長鴻, 11104 .-- 冊 .-- ISBN 978-

626-00-6596-6 (上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626-00-6597-3 (下冊:平裝) 

NT$380 限制級  

都市偷香賊. 28/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51-0 (EPUB) NT$125 普

遍級  

都市偷香賊. 29/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52-7 (EPUB) NT$125 普

遍級  

都市偷香賊. 30/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53-4 (EPUB) NT$125 普

遍級  

都市無雙醫神/九頭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1-661-0 (第 21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62-

7 (第 2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663-4 ( 第 23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664-1 (第

2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665-8 (第 25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釣鬼/龍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嗨森

數位文創,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87-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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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147-6 (EPUB) 普遍級  

*雪狼谷. 第一冊/司馬嘯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03-1 

(PDF) NT$300 普遍級  

*雪狼谷. 第二冊/司馬嘯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16-1 

(PDF) NT$300 普遍級  

*雪狼谷. 第三冊/司馬嘯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34-5 

(PDF) NT$300 普遍級  

*頂天立地. 第一冊/梅山遊龍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38-6 (PDF) NT$300 普遍級  

*頂天立地. 第二冊/梅山遊龍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41-6 (PDF) NT$300 普遍級  

*頂天立地. 第三冊/梅山遊龍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42-3 (PDF) NT$300 普遍級  

最強贅婿/沉默的糕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1-682-5 (第 6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83-

2 (第 6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626-311-684-9 ( 第 6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685-6 (第

6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686-3 (第 7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喪魂谷. 下冊/若愚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45-4 (PDF) 

NT$300 普遍級  

*喪魂谷. 上冊/若愚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09-6 (PDF) 

NT$300 普遍級  

喪鐘/龍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嗨森

數位文創,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88-6 (EPUB) 普遍級  

媒人粽/鄭妍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26-0 (EPUB) 普遍級  

*無罪之日/早見和真作; 陳又華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88-9 (EPUB) 普遍

級  

*無敵劍客傳. 第一冊/金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56-3 

(PDF) NT$300 普遍級  

*無敵劍客傳. 第二冊/金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68-6 

(PDF) NT$300 普遍級  

*無敵劍客傳. 第三冊/金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78-5 

(PDF) NT$300 普遍級  

無賴男子/羽影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27-7 (EPUB) 普遍級  

*琴劍天涯. 第一冊/松陵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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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57-7 (PDF) NT$300 普遍級  

*琴劍天涯. 第二冊/松陵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71-3 (PDF) NT$300 普遍級  

*琴劍天涯. 第三冊/松陵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74-4 (PDF) NT$300 普遍級  

皓玉真仙/小道不講武德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53-4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54-1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455-8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56-5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565-4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566-1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

626-325-567-8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68-5 (第 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69-2 (第 9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70-8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稀客 Sick/泡泡小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泡泡小姐, 11103 .-- 36 面; 15 公

分 .-- ISBN 978-957-43-9938-3 (精裝) 

NT$520 限制級  

絕世家族/傲無常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528-9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40-1 (第 1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57-9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58-6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559-3 (第 20 冊:平裝) 普遍級  

絕世神醫/油炸花生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1-692-4 ( 第 4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693-1 (第

4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694-8 (第 4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95-5 (第 4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696-

2 (第 5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絕 冷 一 課 / 羅 貝 托 . 卡 薩 提 (Roberto 

Casati)著; 倪安宇譯; 洪耀[]朗讀 .-- 臺

北市 : 果力文化, 11103 .-- 約 353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70-3-5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絕情淚/鄭妍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15-4 (EPUB) 普遍級  

絕情霸王/嵐靜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34-5 (EPUB) 普遍級  

*紫電青萍. 第一冊/醉仙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14-0 (PDF) NT$300 普遍級  

*紫電青萍. 第二冊/醉仙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46-1 (PDF) NT$300 普遍級  

*紫電青萍. 第三冊/醉仙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135-5 (PDF) NT$300 普遍級  

華語寫作一學就上手. 進階級/陳嘉

凌, 李菊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700-0 (PDF) NT$450 普遍級  

超武醫神/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63-3 (第 4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02-9 (第 4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03-6 (第 4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04-3 

(第 45 冊:平裝) 普遍級  

集凶之宅/龍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05-89-3 (EPUB) 普遍

級  

黃昏愛神/詩雅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14-7 (EPUB) 普遍級  

黃金召喚師/醉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69-5 (第 30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05-0 (第 3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06-7 (第 3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36-4 

(第 3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552-4 (第 34 冊:平裝) 普遍級  

黑心騎士團的奴隸被善心冒險者公

會挖角後升上 S 級/寺王作; 黃健育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173-1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黑手印. 第一冊/金劍鳴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35-2 

(PDF) NT$300 普遍級  

*黑手印. 第二冊/金劍鳴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43-7 

(PDF) NT$300 普遍級  

*黑手印. 第三冊/金劍鳴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45-1 

(PDF) NT$300 普遍級  

*黑白旗. 第一冊/紅豆公主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81-2 

(PDF) NT$300 普遍級  

*黑白旗. 第二冊/紅豆公主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84-3 

(PDF) NT$300 普遍級  

*黑白旗. 第三冊/紅豆公主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85-0 

(PDF) NT$300 普遍級  

黑夜愛神/詩雅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28-4 (EPUB) 普遍級  

黑狼后: 紅皇后. 二部曲/胡安.高美

(Juan Gómez-Jurado)著; 謝琬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791-9 (PDF) 

普遍級  

黑狼后: 紅皇后. 二部曲/胡安.高美

(Juan Gómez-Jurado)著; 謝琬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792-6 (EPUB) 

普遍級  

傾城淚/鄭妍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

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13-0 (EPUB) 普遍級  

傾聽畫語 你未曾知曉的景色/Silver 

Lining Studio 原作; 八千子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01-6 

(EPUB) 普遍級  

*塞上曲. 上冊/陸魚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59-1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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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洛希島= Taroshi island/江冉遗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旭儒, 11105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48-9-

7 (平裝) NT$420 限制級  

奧丁的左眼(北歐神話三部曲)/黃唯

哲作; 宋克軍, 宋昱璁, 何志威, 張騰, 

陳彥鈞, 葉于嘉, 趙樺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3 .-- 約 153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9-617-2 (線上有

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奧丁的左眼(北歐神話三部曲之一)/

黃唯哲編劇 .-- 初版 .-- 臺北市 : 遍路

文化傳媒,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28-3-2 (EPUB) NT$199 普

遍級  

*搜魂令. 第一冊/軒轅輊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13-3 

(PDF) NT$300 普遍級  

*搜魂令. 第二冊/軒轅輊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16-4 

(PDF) NT$300 普遍級  

*搜魂令. 第三冊/軒轅輊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34-8 

(PDF) NT$300 普遍級  

*新生榜. 第一冊/柳風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68-0 (PDF) 

NT$300 普遍級  

*新生榜. 第二冊/柳風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90-1 (PDF) 

NT$300 普遍級  

*新生榜. 第三冊/柳風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96-3 (PDF) 

NT$300 普遍級  

極度危險的經典童話: 抹去美好糖衣

外表,還原真實人性的 12 個故事/蘇

曼.查納尼(Soman Chainani)著; 蔡心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0-83-7 (EPUB) 普遍級  

極道之主/烽仙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

626-325-526-5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38-8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55-5 (第 18 冊:平

裝) 普遍級  

滄狼行/指雲笑天道著 .-- 臺北市 : 風

雲時代, 11103 .-- 冊 .-- ISBN 978-626-

7025-83-3 (全套:平裝) NT$5800 普遍

級  

*碎心劍. 第一冊/陳中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92-8 

(PDF) NT$300 普遍級  

*碎心劍. 第二冊/陳中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27-7 

(PDF) NT$300 普遍級  

*碎心劍. 第三冊/陳中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24-6 

(PDF) NT$300 普遍級  

*碎玉青峰. 下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81-5 

(PDF) NT$300 普遍級  

*碎玉青峰. 上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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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57-2 (第 9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58-9 (第 9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59-6 

(第 9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460-2 (第 99 冊:平裝) .-- ISBN 978-626-

325-461-9 (第 100 冊:平裝) 普遍級  

萬華仙道/小龍捲風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1-697-9 ( 第 3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698-6 (第

3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

311-699-3 (第 38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00-6 (第 3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01-

3 (第 4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萬劍池. 第一冊/古松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53-2 (PDF) 

NT$300 普遍級  

*萬劍池. 第二冊/古松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69-3 (PDF) 

NT$300 普遍級  

*萬劍池. 第三冊/古松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87-7 (PDF) 

NT$300 普遍級  

*萬劍池. 第四冊/古松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88-4 (PDF) 

NT$300 普遍級  

*群英塚. 下冊/任長空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92-5 (PDF) 

NT$300 普遍級  

*群英塚. 上冊/任長空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74-1 (PDF) 

NT$300 普遍級  

*聖劍震八方. 下冊/易樵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89-1 

(PDF) NT$300 普遍級  

*聖劍震八方. 上冊/易樵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66-2 

(PDF) NT$300 普遍級  

落難情夫/莫辰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35-2 (EPUB) 普遍級  

詩硯飄香/侯吉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67-4 (PDF) 普遍級  

詩硯飄香/侯吉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68-1 (EPUB) 普遍

級  

話說文學編輯/吳鈞堯, 陳逸華, 董柏

廷, 蘇紹連, 邱靖絨, 李偉涵, 蔡昀臻, 

陳皓, 廖之韻, 陳謙, 龔華, 趙衛民, 楊

宗翰, 盧美杏著; 楊宗翰主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8-60-9 

(EPUB) NT$196 普遍級  

*遊俠雌雄劍. 下冊/華山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72-0 

(PDF) NT$300 普遍級  

*遊俠雌雄劍. 上冊/華山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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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56-0 

(PDF) NT$300 普遍級  

*遊鸞隱鳳. 第一冊/抱劍書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02-4 (PDF) NT$300 普遍級  

*遊鸞隱鳳. 第二冊/抱劍書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04-8 (PDF) NT$300 普遍級  

*遊鸞隱鳳. 第三冊/抱劍書生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23-9 (PDF) NT$300 普遍級  

道行天下/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75-6 (第 2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76-3 (第 2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477-0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478-7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

479-4 (第 25 冊:平裝) 普遍級  

道祖,我來自地球/烏山雲雨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495-

4 (第 36 冊:平裝) 普遍級  

疑案辦 Deep Ocean: 0 號深潛/蝕鈴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02-9-4 

(EPUB) 普遍級  

睡了 Alpha 總裁還想逃/羅川著 .-- 初

版 .-- 高雄郵 : 製肉本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02-1-6 

(EPUB) 普遍級  

福妻臨門/楓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12-3 (EPUB) 普遍級  

精靈幻想記. 19, 風之太刀/北山結莉

作 ; 林 佳 祥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

9016-1 (EPUB) 普遍級  

*翠魚令. 下冊/詹梅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65-2 (PDF) 

NT$300 普遍級  

*翠魚令. 上冊/詹梅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58-4 (PDF) 

NT$300 普遍級  

說英雄 .誰是英雄系列套書 /溫瑞安

作 .-- 二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025-85-

7 (全套:平裝) NT$4350 普遍級  

*雌雄榜. 下冊/金鼎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096-9 (PDF) 

NT$300 普遍級  

*雌雄榜. 上冊/金鼎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095-2 (PDF) 

NT$300 普遍級  

魂穿之謬斯女友/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69-8 (EPUB) 

普遍級  

魂穿之謬斯女友/安祖緹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70-4 (PDF) 

普遍級  

*鳳笛龍符. 第一冊/江南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97-6 

(PDF) NT$300 普遍級  

*鳳笛龍符. 第二冊/江南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98-3 

(PDF) NT$300 普遍級  

*鳳笛龍符. 第三冊/江南柳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99-0 

(PDF) NT$300 普遍級  

鳳儀攻略四之一. 鳳舞之謎/兩三六

著 .-- 第一版 .-- 新竹縣 : 兩三六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9941-3 (EPUB) NT$150 普遍級  

*劍山風雲. 第一冊/平凡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01-7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山風雲. 第二冊/平凡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11-6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山風雲. 第三冊/平凡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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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25-496-1 (第 80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23-4 (第 8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51-7 

(第 82 冊:平裝) 普遍級  

*劍底鴛盟. 下冊/飄萍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71-6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底鴛盟. 上冊/飄萍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59-4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星寒. 第一冊/金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51-2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星寒. 第二冊/金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52-9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星寒. 第三冊/金戈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253-6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氣魔影. 第一冊/賞花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301-4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氣魔影. 第二冊/賞花樓主作 .-- 臺

北 市  : 台 灣 武 俠 傳 說 有 限 公 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6-302-1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孤鴻. 第一冊/尉遲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71-0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孤鴻. 第二冊/尉遲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81-9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海孤鴻. 第三冊/尉遲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85-7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影留痕/牛青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058-7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影琴心. 下冊/金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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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36-072-3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影琴心. 上冊/金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57-0 (PDF) 

NT$300 普遍級  

廣播社. 2, 紀實篇/湊佳苗著; 王蘊潔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505-4 (EPUB) 普遍級  

彈珠汽水瓶裡的千歲同學. 4/裕夢作; 

蕪村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17-8 

(EPUB) 普遍級  

蝴蝶淚/鄭妍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36-9 (EPUB) 普遍級  

諸神黃昏: 自埋惡果的神們/黃唯哲

編劇 .-- 初版 .-- 臺北市 : 遍路文化傳

媒,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28-4-9 (EPUB) 普遍級  

諸神黃昏: 自埋惡果的神們(北歐神

話三部曲)/黃唯哲作; 丘梅君, 宋克軍, 

何志威, 林美秀, 林谷珍, 夏治世, 張

騰, 陳彥鈞, 梁興昌, 符爽, 葉于嘉, 賈

文安, 蔣鐵城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

文化, 11103 .-- 約 153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19-6 (線上有聲書

(MP3)) NT$380 普遍級  

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 12/寿

安清作; Dem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82-8 (EPUB) 普遍級  

醉雄黃/夢雲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29-1 (EPUB) 普遍級  

靠廢柴技能(狀態異常)成為最強的

我將蹂躪一切. 7/篠崎芳作; 王昱婷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008-6 (EPUB) 

普遍級  

*骷髏劍. 下冊/玄弓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86-7 (PDF) 

NT$300 普遍級  

*骷髏劍. 上冊/玄弓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83-6 (PDF) 

NT$300 普遍級  

*墨彈朱紅. 第一冊/雲夢客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00-3 

(PDF) NT$300 普遍級  

*墨彈朱紅. 第二冊/雲夢客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01-0 

(PDF) NT$300 普遍級  

*墨彈朱紅. 第三冊/雲夢客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70-9 

(PDF) NT$300 普遍級  

撿走被人悔婚的千金,再由我灌輸壞

壞的事情: 教她享受美食、精心打扮,

打造世上最幸福的少女!. 1/ふか田さ

めたろう作; みわべさくら畫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74-93-1 

(EPUB) 普遍級  

*燕歌行. 第一冊/金陵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62-4 (PDF) 

NT$300 普遍級  

*燕歌行. 第二冊/金陵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79-2 (PDF) 

NT$300 普遍級  

*燕歌行. 第三冊/金陵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80-8 (PDF) 

NT$300 普遍級  

親愛的夏吉.班恩/道格拉斯.史都華

(Douglas Stuart)作 ; 章晉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12-5 (EPUB) 

普遍級  

錯惹乞丐女/楓橋著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58-537-6 (EPUB) 普遍級  

*龍虎榜. 下冊/東方玉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44-4 

(PDF) NT$300 普遍級  

*龍虎榜. 上冊/東方玉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36-9 

(PDF) NT$300 普遍級  

龍套少女要修仙!. 3/貓邏作 .-- 初版 .-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1-666-5 (PDF) 

普遍級  

優雅貴族的休假指南. 11/岬著; 簡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872-7 

(PDF) 普遍級  

聲優廣播的幕前幕後. 3, 夕陽與夜澄

想要突破?/二月公作; 李文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83-5 

(EPUB) 普遍級  

薄情王爺/嵐靜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58-530-7 (EPUB) 普遍級  

雖然是公會的櫃檯小姐,但因為不想

加班所以打算獨自討伐迷宮頭目/香

坂マト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166-

3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

9167-0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

遍級  

*斷魂血指. 下冊/慕容中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87-1 

(PDF) NT$300 普遍級  

*斷魂血指. 上冊/慕容中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95-6 

(PDF) NT$300 普遍級  

醫道通天/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192 面; 19 公分 .-

- ISBN 978-626-325-481-7 (第 10 冊:平

裝) 普遍級  

離人散事/鄧湘漪作 .-- 初版 .-- 台北

市 : 游擊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30-1-1 (EPUB) 普遍

級  

*離巢燕/鐘超塵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94-2 (PDF) 

NT$300 普遍級  

騎士&魔法/天酒之瓢作; 郭蕙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9174-8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壞姊姊 /渡邊優著; 高詹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3-3874-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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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肝工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20/愛

七ひろ作; 九十九夜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84-2 (EPUB) 普遍

級  

邊做邊愛學習法. 下/Iona 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4-445-3 (PDF) 

普遍級  

邊做邊愛學習法. 上/Iona 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4-444-6 (PDF) 

普遍級  

鏡淵/情痴小和尚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5-512-8 (第 16

冊:平裝) 普遍級  

關於我在無意間被隔壁的天使變成

廢柴這件事. 5.5/佐伯さん作; 郭蕙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162-5 (平

裝) .-- ISBN 978-957-26-9163-2 (平裝

首 刷 限 定 版 ) .-- ISBN 978-957-26-

9164-9 (平裝豪華首刷限定版) 普遍

級  

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 6, 那時

沒能說出口的六句話 /紙城境介作; 

可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85-9 (EPUB) 普遍級  

櫻草忌/陸秋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日月書版 , 11105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0774-94-8 (EPUB) 普遍

級  

續.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 魔法人聯

社. 2/佐島勤作; 哈泥蛙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86-6 (EPUB) 

普遍級  

*鐵人. 第一冊/江南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67-9 (PDF) 

NT$300 普遍級  

*鐵人. 第二冊/江南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90-7 (PDF) 

NT$300 普遍級  

*鐵人. 第三冊/江南柳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91-4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扇穿雲. 第一冊/寒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80-5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扇穿雲. 第二冊/寒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89-8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扇穿雲. 第三冊/寒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187-4 

(PDF) NT$300 普遍級  

*鐵骨冰心. 第一冊/逍遙子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92-1 

(PDF) NT$300 普遍級  

*鐵骨冰心. 第二冊/逍遙子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93-8 

(PDF) NT$300 普遍級  

*鐵骨冰心. 第三冊/逍遙子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094-5 

(PDF) NT$300 普遍級  

鐵鼠之檻(上下)/京極夏彥作; 王華懋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3-44-5 (PDF) 普遍級  

*鐵旗血. 第一冊/鈺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72-7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旗血. 第二冊/鈺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89-5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旗血. 第三冊/鈺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97-0 (PDF) 

NT$300 普遍級  

*魔掌龍環. 第一冊/公孫玉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37-6 

(PDF) NT$300 普遍級  

*魔掌龍環. 第二冊/公孫玉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39-0 

(PDF) NT$300 普遍級  

*魔掌龍環. 第三冊/公孫玉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240-6 

(PDF) NT$300 普遍級  

*魔劍. 第一冊/金鼎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238-3 (PDF) 

NT$300 普遍級  

*魔劍. 第二冊/金鼎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242-0 (PDF) 

NT$300 普遍級  

*魔劍. 第三冊/金鼎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241-3 (PDF) 

NT$300 普遍級  

魔彈之王與凍漣的雪姬 /川口士作; 

呂郁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冊 .-- ISBN 978-957-26-9030-7 (第 8 冊:

平裝) .-- ISBN 978-957-26-9031-4 (第 8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 2 年

級篇. 4/衣笠彰梧作; Arieru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487-3 

(EPUB) 普遍級  

癮/柳孝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

書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739-4-3 (EPUB) 普遍級  

聽雪譜. 16/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1-54-1 (EPUB) NT$125 普遍級  

聽雪譜. 17/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1-55-8 (EPUB) NT$125 普遍級  

贖罪看護/麗莉著 .-- 初版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11-6 (EPUB) 普遍級  

釀春光/LaI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原創,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25-9-6 (EPUB) 普遍級  

靈能覺醒 : 傻了吧 ,爺會飛 /打殭屍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 

11104 .-- 冊 .-- ISBN 978-626-95739-1-

2 (全套:平裝) 普遍級  

*蜉蝣人. 下冊/金陵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77-5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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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蜉蝣人. 上冊/金陵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52-2 (PDF) 

NT$300 普遍級  

观音心九龙现/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245-6-3 

(EPUB) NT$285 普遍級  

观音心圣战行/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245-7-0 

(EPUB) NT$285 普遍級  

商禽詩全集/商禽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562-8 (EPUB) 

普遍級  

亂/向陽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

刻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58-1 (EPUB) 普遍級  

玉嬌梨/天花藏主人編撰; 石昌渝校

注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594-8 

(EPUB) 普遍級  

我們/駱以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61-1 (EPUB) 普遍

級  

善女人/林俊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63-5 (EPUB) 普遍

級  

观音心妙善情/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245-8-7 

(EPUB) NT$285 普遍級  

观音心群英会/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14-0-4 

(EPUB) NT$285 普遍級  

弥勒天皇传/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14-1-1 

(EPUB) NT$240 普遍級  

遠方/駱以軍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59-8 (EPUB) 普遍

級  

皇帝的獨生女. 6/YUNSUL 作; [蔡宛

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知翎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87-380-4 (PDF) 普遍級  

桃花井/蔣曉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67-3 (EPUB) 普遍

級  

福氣烘焙坊/凱薩琳.利特伍(Kathryn 

Littlewood)著; 呂玉嬋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博識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44-5-4 (EPUB) 普遍

級  

福氣烘焙坊. 2, 魔法烘焙師的巴黎冒

險/凱薩琳.利特伍(Kathryn Littlewood)

著; 呂玉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識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44-6-1 (EPUB) 普遍級  

鄰家女孩/傑克.凱堔(Jack Ketchum)著; 

柯清心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630-6-6 (EPUB) 普遍級  

福氣烘焙坊. 3, 魔法甜品工廠/凱薩

琳.利特伍(Kathryn Littlewood)著; 呂

玉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博識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44-7-8 (EPUB) 普遍級  

其他 

<<浮生六記>>考異: 以<中山記歷>、

<養生記逍>為中心/蔡根祥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640-4 (PDF) 

NT$680 普遍級  

<<真心真亦 Sincerely Yuna>>林真亦

實體寫真/林真亦作; 黃天仁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6-782-

7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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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0-85-1 (EPUB) 普遍級  

(精準活用祕笈)超實用!提高數據整

理、統計運算分析的 Excel 必備省時

函數/張雯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68-9 (PDF) 普遍級  

(精準活用祕笈)超實用!提高數據整

理、統計運算分析的 Excel 必備省時

函數/張雯燕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

碩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69-6 (EPUB) 普遍級  

100 年人生規劃曆 : 從出生日算出

「人生時鐘」,編排未來可運用時間,

活出自己想要的生命亮度/大住力著; 

鍾雅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財經傳

訊,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29-2-1 (EPUB) 普遍級  

12 星座 vs9 型人格: 交叉分析總整理

/曾新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8-12-7 (EPUB) 普遍級  

14 歲前該跟孩子聊的 14 件事: 孩子

上高中前的必要關鍵對話,有效溝通

說了才算/米雪兒.伊卡德作; 陳柚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62-2 (PDF) 普遍級  

14 歲前該跟孩子聊的 14 件事: 孩子

上高中前的必要關鍵對話,有效溝通

說了才算/米雪兒.伊卡德作; 陳柚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63-9 (EPUB) 普遍級  

20KM/H/我是白 WOSHIBAI 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06 .-- 3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5610-6-

3 (平裝) NT$520 普遍級  

21 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1-2021/科

學月刊社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鷹出

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05-2-1 (PDF) 普遍級  

21 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1-2021/科

學月刊社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鷹出

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05-3-8 (EPUB) 普遍級  

24 節氣芳療瑜珈全書: 53 款精油 x52

個經絡穴位,營造好氣色與健康身體

/Juniper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46-4 (EPUB) 普遍級  

30 天雅思寫作 7+攻略: 必備句型、

加分搭配詞、邏輯寫作大綱,取分重

點考前完全掌握 /蕭志億 (派老師 )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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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9-54-5 (EPUB) 普遍級  

30 天雅思寫作 7+攻略: 必備句型、

加分搭配詞、邏輯寫作大綱,取分重

點考前完全掌握 /蕭志億 (派老師 )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9-55-2 (PDF) 普遍級  

33 歲上班族,不去公司,去廟裡: 修補

受傷心靈的 100 天修行觀察日記/申

旼正(신민정)著; 黃菀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390-0 (EPUB) 

普遍級  

365 ngày cho cuộc lừ hành: Trài nghiệm 

từ kinh điển Phật giáo và văn học 

Trung Hoa/Đại sư Tinh Vân[主編] .-- 高

雄市 : 佛光文化, 11104 .-- 4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57-624-1 (精裝) 

普遍級  

45 歲退休,你準備好了?(十周年全新

增訂版)/田臨斌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93-6 (PDF) 普遍級  

45 歲退休,你準備好了?(十周年全新

增訂版)/田臨斌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94-3 (EPUB) 普遍級  

50 首旋律&和聲綜合練習 /林則薰

作 .-- 臺北市 : 學音工作室,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9911-

6-3 (平裝) 普遍級  

52 倍人生: 戴錦華大師電影課/戴錦

華作.朗讀 .-- 臺北市 : 遍路文化傳媒, 

11103 .-- 約 1516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28-2-5 (線上有聲書(MP3)) 

NT$840 普遍級  

5 種自製酵母在家做出鬆軟口感麵

包/蔡忠憲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65-45-7 (EPUB) 普遍級  

马华作家文学语言研究/陈家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50-3 (PDF) 

普遍級  

唤醒内在的学习力/刘轩作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40-5 (平

裝) 普遍級  

荣 耀 教 会 查 经 集 . 2022/ 林 泰 钟

(Jonathan Lin)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冠拼音書籍,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610-7-1 (PDF) 普遍級  

A general guide to the pure land 

school/by Dharma Master Jingzong .-- 臺

北市 : 淨土宗, 11103 .-- 24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888-51-0 (平裝) 

普遍級  

Affective communicative English 

learning/陳昭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05 .-- 1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75-0 (平裝) 普遍級  

AI 成「神」之日: 人工智慧的終極演

變/(日)松本徹三著; 張林峰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35-998-8 (EPUB) 

普遍級  

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ーアクティブ.ラーニングを目指す

AI と日本語教育会議予稿集. 2022 年

第 5 回/曾秋桂編集 .-- 新北市 : 淡大

日文系, 11104 .-- 1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32-14-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Ameba 8710 Wifi 氣氛燈硬體開發. 智

慧家庭篇 /曹永忠 , 許智誠 , 蔡英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57-8 (PDF) NT$360 普遍級  

Ameba 氣氛燈程式開發. 智慧家庭篇

/曹永忠, 許智誠, 吳佳駿, 蔡英德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61-5 (PDF) NT$360 普遍級  

Ameba 程式教學. MQ 氣體模組篇/曹

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273-8 (PDF) 

NT$240 普遍級  

Ameba 程式設計. 物聯網基礎篇/曹永

忠, 吳佳駿,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59-2 (PDF) 

NT$260 普遍級  

Ameba 程式設計. 基礎篇/曹永忠, 吳

佳駿,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260-8 (PDF) 

NT$280 普遍級  

Arduino EM-RFID 門禁管制機設計/

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63-9 (PDF) 

NT$500 普遍級  

Arduino RFID 門禁管制機設計/曹永

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65-3 (PDF) NT$550

普遍級  

Arduino 手機互動程式設計基礎篇/曹

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198-4 (PDF) 

NT$720 普遍級  

Arduino 步進馬達控制/曹永忠, 許智

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41-7 (PDF) NT$520 普遍

級  

Arduino 程式教學. RFID 模組篇/曹永

忠, 許碩芳,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62-2 (PDF) 

NT$820 普遍級  

Arduino 程式教學. 入門篇/曹永忠, 許

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96-0 (PDF) NT$490 普遍

級  

Arduino 程式教學. 基本語法篇/曹永

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37-0 (PDF) NT$400

普遍級  

Arduino 程式教學. 常用模組篇/曹永

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97-7 (PDF) NT$540

普遍級  

Arduino 程式教學. 溫溼度模組篇/曹

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238-7 (PDF) 

NT$300 普遍級  

Arduino 程式教學. 語音模組篇/曹永

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36-3 (PDF)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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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程式教學. 顯示模組篇/曹永

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35-6 (PDF) NT$620

普遍級  

Arduino 程式設計教學. 技巧篇/曹永

忠, 郭晋魁, 吳佳駿, 許智誠, 蔡英德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39-4 (PDF) NT$300 普遍級  

Arduino 雙軸直流馬達控制/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42-4 (PDF) NT$280

普遍級  

Art solo 2022= 藝之獨秀/游文玫, 賀嘉

潔, 曾晟愿, 林慧美, 謝丞凱, 陳怡文, 

洪千雅, 莊世豪, 李國梅, 施建伍, 陳

妍蓓, 王薇雅, 張瑄方, 陳亭邑, 張芝

毓, 楊子寬, 郭憶玟, 鄭守淳, 康鴻志

編輯 .-- 臺北市 : 畫廊協會, 11104 .-- 

165 面 ; 20 公 分  .-- ISBN 978-986-

97974-6-7 (精裝) NT$250 普遍級  

AWS 自學聖經: 5 大必學雲端主題.超

圖解入門/Sam T.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HiSKIO,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965-0-8 (PDF) NT$6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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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541-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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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25-542-8 (PDF) 普遍級  

Bonjour!初心者的手溫歐包/艾力克.

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43-3 (EPUB) 普遍級  

Business English: acquiring business 

language proficiency/林嘉欣編著 .-- 臺

北市 : 智擎數位科技, 11104 .-- 183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8538-9-7 (平

裝) 普遍級  

Business English: strengthening business 

language skills/林嘉欣(Tracey Lum)編

著 .-- 臺北市 : 智擎數位科技, 11103 .-

- 177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

98538-8-0 (平裝) 普遍級  

Chang Teng Yuan art works. 2015-2021/

張騰遠作 .-- 初版 .-- 高雄市 : 琢璞藝

術中心, 11104 .-- 4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57-0-9 ( 精 裝 ) 

NT$2980 普遍級  

COMPOSITION/ 張 妃 滿 編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50

面; 30X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

126-4 (平裝) 普遍級  

Ctrl+T2/淺野一二 0 著;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85-0 

(EPUB) 普遍級  

DEEN Style Tokyo 公司: SAP ERP 導

入結案報告/陳愉文, 高晨豪, 辜浚庭, 

許舒涵編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中華

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46-7-3 (PDF) 

普遍級  

DNA 是如何發現的?一幅生命本質

的探索路線圖/吳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603-94-6 (EPUB) 普遍

級  

ESP32S 程式教學. 常用模組篇/曹永

忠, 張程, 鄭昊緣, 楊柳姿, 楊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43-1 

(PDF) NT$300 普遍級  

ESP32 程式設計. 物聯網基礎篇/曹永

忠, 許智誠, 蔡英德, 鄭昊緣, 張程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44-8 (PDF) NT$420 普遍級  

ESP32 程式設計. 基礎篇/曹永忠著 .-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45-5 (PDF) NT$400 普遍級  

Focus on technology English/ 陳 盟 銓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 11105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

976-7 (平裝) 普遍級  

For Buddhism, for sentient beings: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zu Chi's 

missions/written by Wang Pen-Ju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 

11104 .-- 4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7037-50-8 (精裝) NT$450 普遍級  

FORMOSA 產業個案研討會論文摘

要集. 2022 第十一屆: 尋找百業、產

業紮根、創造價值: ESG 對企業永續

經營及商業模式創新之衝擊/盧建中

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明志科大

經管系, 11103 .-- 6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873-37-0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G21: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 

kids/written by Y. H. Mew .-- 臺北市 : 

敦煌, 11105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606-972-7 (第 5 冊:平裝) 普遍

級  

GooDay 就是今天: 運作計畫/朴鍾珊

著 .-- 初版 .-- 新竹市 : 耶民國際 , 

11105 .-- 2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87448-4-4 (平裝) NT$50 普遍級  

Happy Stress 壓力是進化你大腦的

「武器」: 頂尖人士都知道!腦科學

實證的掌握壓力「甜蜜點」方法/青

砥瑞人作; 李彥樺譯 .-- 首版 .-- 臺北

市 : 悅知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93-6-6 (PDF) 普遍級  

Hobbies & interests/written by Kyle J. 

Olsen, Gerry du Plessis, Frank Lenihan, 

Ben Marquis .-- second edition .-- 臺北

市 : 何嘉仁, 11104 .-- 3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626-7086-59-9 (第 4 冊:平

裝) 普遍級  

Hotel English for entry-level 

professionals/author LiveABC editors, 

David Wolff, Benson Hsieh .--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希 伯 崙 公 司 , 

11104 .-- 13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441-647-9 (平裝) 普遍級  

Marahet a ararow: 喪禮文化 /Syaman 

Macinanao 謝永泉撰文 .-- 臺東縣 : 東

縣蘭嶼天文協會, 11104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874-5-5 (平裝) 

普遍級  

New Taipei SDGs voluntary local review. 

2021/editor Secretariat,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 1st edition 2nd printing .-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5-04-4 (PDF) 

普遍級  

NEW 台灣觀光環島地圖/ .-- 臺北市 : 

大輿, 11104 .-- 2 面; 62X87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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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386-195-9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NFT 投資聖經: 全面即懂的終極實戰

攻略,從交易、發行到獲利,掌握市值

破百億的元宇宙經濟商機/蔕安娜.勞

倫斯 (Tiana Laurence), Seoyoung Kim

作; 林起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

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704-1 (EPUB) 普遍級  

NFT 造富之鑰: 數位經濟奇蹟新紀元

/王晴天, 吳宥忠合著 .-- 新北市 : 華

文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71-934-3 (PDF) 普遍級  

NFT 造富之鑰: 數位經濟奇蹟新紀元

/王晴天, 吳宥忠合著 .-- 新北市 : 華

文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71-936-7 (EPUB) 普遍級  

OGSM2: 變革領導 /張敏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37-7 

(EPUB) 普遍級  

Pathways/writer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Keith Beckett, Gerry du Plessis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 

11104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7086-58-2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Pieceduino 氣氛燈程式開發. 智慧家

庭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55-4 

(PDF) NT$460 普遍級  

Proceedings of AASE International 09th 

MESS conference/editor Applied and 

Advanced Science Exchange (AASE) .-- 

First edition .-- 臺南市 : 中華科學新知

推廣協會,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42-1-9 (PDF) 普遍級  

Python 論文數據統計分析 /洪煌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53-6 

(PDF) 普遍級  

SDGs 系列講堂全球氣候變遷: 從氣

候異常到永續發展目標,謀求未來世

代的出路/InfoVisual 研究所著; 童小

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186-7 (EPUB) 普遍級  

Speed up(student book). book 7/editor 

Ryan Ybanez, Maxine Chen, Lilia 

Chen .-- 臺南市 :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11105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75-18-1 (平裝) 普遍級  

The blue whale/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

教, 11103 .-- 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42-1 (平裝) 普遍級  

The spirit of great love. volume one/Shih 

Cheng, Yen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24-6-6 (EPUB) 普遍級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3 .-- 16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86-5494-41-4 (平裝) 普遍

級  

The tempest: a stage production/Yi-tang 

Gwendolyn Chen .-- first edition .-- 高雄

市 : 小燕尾出版社, 11105 .-- 73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06788-1-9 (平裝) 

普遍級  

Tomo 的私房日料: 下酒菜、條通料

理、B 級美食、和風洋食 60 道,輕鬆

做出餐廳美味/Tomo 加賀美智久作 .-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488-0 

(EPUB) 普遍級  

Venture of anagram: from Sidney to 

Shakespeare/Tien Jeng Ming, Tang Yu 

Hua, Tien Yung Lih .-- 臺北市 : 田振明,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9921-5 (EPUB) 普遍級  

*Where 旅遊味: 台南食堂/劉建德總

編輯 .-- 新北市 : 捷沛實業, 11103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99135-

8-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Wifi 氣氛燈程式開發. ESP32 篇/曹永

忠, 楊志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64-6 (PDF) 

NT$500 普遍級  

「做中學」在食品衛生與安全和營

養學課程之教學實務成效 /余佩璟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鑫富樂文教,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852-5-6 (EPUB) NT$250 普遍級  

「做中學」在食品衛生與安全和營

養學課程之教學實務成效 /余佩璟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鑫富樂文教,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852-6-3 (PDF) NT$250 普遍級  

「備包有無,本在於有」的氣論: 以

由經學而理學為範圍/王俊彥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648-0 (PDF) 

普遍級  

『記紀』の文芸的研究: 歌謡.説話.

老人像からのアプローチ /鄭家瑜

著 .-- 初版二刷 .-- 臺北市  : 致良 , 

11104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0754-50-6 (精裝) NT$650 普遍級  

一人創業強化攻略/天田幸宏著; 游

韻馨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星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103-9-0 (EPUB) 普遍級  

一小時學會 TED 故事文案力(復刻

版): 為何他們一上台、Po 臉書,就能

讓產品暢銷?/生方正也作 ; 廖慧淑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4-98-8 (PDF) 普遍級  

一本書讀懂德國史/劉觀其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38-8 (EPUB) 

普遍級  

一本搞定基礎刑法/奧立夫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4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195-

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一位基督: 聖奧古斯丁的神化神學/

大衛 .文森特 .麥考尼 (David Vincent 

Meconi)著; 王亞伯, 周復初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聖經資源中心,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13-1-3 

(PDF) 普遍級  

一念三千學思行/林靜憪(碧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31-5 

(PDF) 普遍級  

一念三千學思行/林靜憪(碧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32-2 

(EPUB) 普遍級  

一枝筆就能開始的素描課. 人物篇: 

掌握人類身體構造再下筆,即使是火

柴人 ,也能畫出生動角色 !/OCHABI 

Institute 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43-8 (EPUB) 普遍

級  

一枝筆就能開始的素描課. 人物篇: 

掌握人類身體構造再下筆,即使是火

柴人 ,也能畫出生動角色 !/OCH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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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58-2 (PDF) 普遍級  

一枝筆就能開始的素描課. 光影篇: 

邏輯素描技法,任何人隨時隨地、沒

有 繪 畫 天 賦 也 能 畫 出 立 體

感!/OCHABI Institute 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56-8 

(EPUB) 普遍級  

一枝筆就能開始的素描課. 光影篇: 

邏輯素描技法,任何人隨時隨地、沒

有 繪 畫 天 賦 也 能 畫 出 立 體

感!/OCHABI Institute 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57-5 

(PDF) 普遍級  

一枝筆就能開始的素描課. 視角篇: 

從一條線開始的邏輯素描技法,沒有

繪 畫 天賦 也能 畫出 傳達力 、 空間

感!/OCHABI Institute 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54-4 

(EPUB) 普遍級  

一枝筆就能開始的素描課. 視角篇: 

從一條線開始的邏輯素描技法,沒有

繪 畫 天賦 也能 畫出 傳達力 、 空間

感!/OCHABI Institute 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55-1 

(PDF) 普遍級  

一堂永遠不會結束的課: 平珩的國際

共製「心」經驗/平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866-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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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610-3 (EPUB) 普遍級  

一輩子受用的腳部健護指南: 打造抗

老勇腳,幾歲開始都來得及!/中野.詹

姆士.修一作; 黃健育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407-8 (EPUB) 普遍

級  

七週遇見對的人: 擴展愛的能力,聽

從內心的指引,尋回值得的人生/凱薩

琳 . 伍 沃 德 . 湯 瑪 斯 (Katherine 

Woodward Thomas)作; 黃美姝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08-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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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865-1-6 (EPUB) 普遍級  

九型人格速配分析指南/湯凱維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13-4 (EPUB) 

普遍級  

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22/2022 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研討

會委員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 11105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04-2 (平裝) 普遍

級  

人工智慧開發第一步. 硬體建置篇/

曹永忠, 郭耀文,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52-3 

(PDF) NT$250 普遍級  

人母的歷史: 跨越時間與地域,思索

母性、歌詠母職,並探尋人母身分的

歷 史 及 演 變 軌 跡 /莎拉 . 諾 特 (Sarah 

Knott)著; 王翎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5-106-2 (EPUB) 普遍級  

人脈就在六度間: 集中資源找對人,

貴人其實並不遠/李維文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達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14-1 (EPUB) 普遍

級  

人間好玩/蔡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389-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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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933-8 (PDF) 普遍級  

八卦無極限!希臘神話事件簿/河島思

朗監修; 陳姵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82-9 (EPUB) 普遍級  

十三世紀英格蘭教會牧靈改革研究/

楊韶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26-8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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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277-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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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278-2 (PDF) 

普遍級  

十秒正念冥想法: 精神科醫師教你有

效清除雜念,輕鬆享受高效工作與減

壓生活!/藤井英雄著; 李秦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198-0 

(EPUB) 普遍級  

十億美元品牌顛覆者: 引爆電商、新

創、零售的 DTC 模式,從產業巨頭手

中 搶 走 市 場 !/ 勞 倫 斯 . 英格 拉 西 亞

(Lawrence Ingrassia)著; 明基電通團隊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47-9 

(EPUB) 普遍級  

上帝手中的墨水筆: 解經王子摩根/

張文亮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

房,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98-932-7 (EPUB) 普遍級  

上帝的指紋(暢銷紀念版)/葛瑞姆.漢

卡克(Graham Hancock), 桑莎.法伊亞

(Santha Faiia)著; 李永平,汪仲譯 .-- 2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18-9 (EPUB) 

普遍級  

上哲博士玄空六法實務解析真訣/沈

上哲著 .-- 初版 .-- 高雄市 : 沈上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

9934-5 (PDF) 普遍級  

上班族天天說美語/施孝昌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4-79-9 

(PDF) 普遍級  

上菜囉!日式家常菜/小野慶子, 謝苹

愉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42-6 (EPUB) 普遍級  

千古食趣/君淮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49-4 (EPUB) 普遍級  

土壤: 在腳底下的科學/許正一, 蔡呈

奇, 陳尊賢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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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731-4 (PDF) 普遍級  

大和日記: 西日本/小林賢伍著; 盧慧

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10-2-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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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04-2 (EPUB) 普遍級  

大師運鏡. 3, 邁向頂尖的 100 種電影

拍攝技巧,突破平庸的鏡位設計與導

演思維/Christopher Kenworthy 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9-92-0 

(EPUB) 普遍級  

大通膨时代的简单理财术: 用 8 字心

法让财富提早自由/王志鈞著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5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41-2 (平

裝) 普遍級  

大開眼界: 用社會裡的小故事開啟你

的大見識/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著; 李巧云, 顧淑馨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86-8 

(EPUB) 普遍級  

大開眼界: 用社會裡的小故事開啟你

的大見識/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著; 李巧云, 顧淑馨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87-5 (PDF) 

普遍級  

大數據管理系統/江大偉, 高雲君, 陳

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08-0 (PDF) NT$520 普遍級  

大競逐: 十九世紀英俄帝國中亞爭霸

戰/彼德.霍普克(Peter Hopkirk)著; 李

易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66-1-5 (EPUB) 普遍級  

大競逐: 十九世紀英俄帝國中亞爭霸

戰/彼德.霍普克(Peter Hopkirk)著; 李

易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黑體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66-2-2 (PDF) 普遍級  

女兒是吸收媽媽情緒長大的/朴又蘭

著; 林侑毅譯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93-7-3 (PDF) 普遍級  

小小提琴兒/黃馨蒂, 邱芷瑩, 林貞汝

編 .-- 臺中市 : 韻勝樂器, 11103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51-3-

9 (第 3 冊:平裝) NT$250 普遍級  

小老百姓的戰場行動守則/川口拓等

作; 蔡婷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23-9 (EPUB) 普遍級  

小老百姓的戰場行動守則/川口拓等

作; 蔡婷朱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24-6 (PDF) 普遍級  

小熊熊的每一天/熊媽 TIN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167-6 

(EPUB) 普遍級  

小學生高效學習原子習慣 /趙胤丞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199-7 (EPUB) 普遍級  

*山地書/程兆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4-03-0 (PDF) NT$300 普遍

級  

山里亮太  放棄天才夢!: 我想成為

「什麼咖」?看日本當紅諧星,如何

與內心的卑劣情緒相處,一點一滴成

為人生全速前進的燃料!/山里亮太著; 

楊明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240-0 (EPUB) 普遍級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論文集. 2022= 

The conference on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臺北城市科技

大學工程學院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高立, 11103 .-- 3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320-6 (平裝) 普遍

級  

工業流程控制系統開發(流程雲端化

-自動化條碼掃描驗收)/曹永忠, 許智

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46-2 (PDF) NT$280 普遍

級  

工業基本控制程式設計. RS485 串列

埠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40-0 

(PDF) NT$360 普遍級  

工業基本控制程式設計. 手機 APP 控

制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47-9 

(PDF) NT$450 普遍級  

工業基本控制程式設計. 網路轉串列

埠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50-9 

(PDF) NT$340 普遍級  

工業溫度控制器網路化應用開發. 錶

頭自動化篇/曹永忠, 施明昌, 張峻瑋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34-9 (PDF) NT$420 普遍級  

工業過程執行狀態智慧監控: 資料驅

動方法 /趙春暉 , 王福利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22-6 (PDF) 

NT$440 普遍級  

工業機器人整合系統與模組化/李慧, 

馬正先, 馬辰碩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17-2 (PDF) NT$450

普遍級  

不分齡開發腦力的 185 個寶寶遊戲

提案: 東大嬰兒學專家 26 年研究數

據統合!/開一夫監修; 倉田けい繪; 曹

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187-4 (EPUB) 普遍級  

不 要 急 著 有 創 意 !: 英 國喜 劇 演 員

John Cleese 改變你找尋靈感時大腦

的思維方式,讓你的好點子更有實踐

力!/約翰.克里斯(John Cleese)著; 劉佳

澐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商 周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241-7 (EPUB) 普遍級  

不要做自己,你做個人吧/Mumu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52-0 

(PDF) NT$360 普遍級  

不要做自己,你做個人吧/Mumu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53-7 

(EPUB) NT$360 普遍級  

不要羨慕別人花開得早/關韶文作.朗

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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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

212-4 (線上有聲書(WAV)) NT$399 .-- 

ISBN 978-626-335-213-1 (線上有聲書

(MP3)) NT$399 普遍級  

不迷惘的 20 歲: 世代崩壞很有事!人

生最重要 10 年,決定你將成為誰/豊

田義博, 山口真由著; 黃瓊仙, 侯詠馨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26-08-

3 (全套:平裝) NT$620 普遍級  

不道德教育講座/三島由紀夫著; 邱

振瑞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2-43-5 (PDF) 普遍級  

不道德教育講座/三島由紀夫著; 邱

振瑞譯 .-- 四版 .-- 新北市  : 大牌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2-44-2 (EPUB) 普遍級  

不讓你孤單: 破解亞斯伯格症孩子的

固著性與社交困難/王意中作; 盧侑

典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3 .-- 

約 3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54-51-2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中世紀法蘭西國王祝聖加冕禮: 儀式、

物件、心態與王權/陳秀鳳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279-9 (EPUB) 

普遍級  

中世紀法蘭西國王祝聖加冕禮: 儀式、

物件、心態與王權/陳秀鳳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280-5 (PDF) 

普遍級  

中國文學的美感/柯慶明著 .-- 初版 .-

- 新北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53-9 (PDF) 普遍級  

中國文學的美感/柯慶明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54-6 (EPUB) 普遍

級  

中國現代史綱/黃大受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19-2 (PDF) 普遍級  

中國歷史上 ,那些消失的古國 /張超

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海 鴿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2-450-0 (EPUB) 普遍級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 . 2021: 

防疫期間特殊教育學生的教育權/于

曉平, 王瓊珠, 何美慧, 佘永吉, 吳淑

敏, 吳勝儒, 周台傑, 孟瑛如, 林千惠, 

林坤燦, 林惠芬, 孫世恒, 張蓓莉, 曹

傑如, 陳介宇, 鈕文英, 葉靖雲, 葉瓊

華, 蔡典謨, 錡寶香編輯委員 .-- 初

版 .-- 臺中市 : 特殊教育學會, 11103 .-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92554-6-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中華姓氏的起源與宗族家門的傳承/

李吉著 .-- 臺北市 : 大旗,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47-8-1 

(EPUB) 普遍級  

中階與基層主管的夾縫求生指南/李

君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識博管

理顧問,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31-1-1 (PDF) 普遍級  

中醫博士食療聖經: 抗炎、生酮低醣

減碳料理 /陳俊如 , 林祐禎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65-44-0 (全套:

平裝) NT$880 普遍級  

中醫藥精髓 筆墨神韻. 第二屆/高尚

德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國醫藥大學

立夫博物館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66778-0-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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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397-2 (EPUB) 普遍

級  

五穀秘方/董建軍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44-8 (EPUB) NT$300 普

遍級  

什麼是所有權/皮耶-約瑟夫‧普魯東

(Pierre-Joseph.Proudhon) 著 ; 蕭 育 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33-8 

(PDF) 普遍級  

今天也因為難相處的人而心累: 職場

霸凌、情感糾葛、親子問題......認識

10 種人格障礙,成熟防衛&減輕人際

壓力 /鄭熙靜（정희정)著 ; 張召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9-56-9 (EPUB) 普遍級  

今天也因為難相處的人而心累: 職場

霸凌、情感糾葛、親子問題......認識

10 種人格障礙,成熟防衛&減輕人際

壓力 /鄭熙靜（정희정)著 ; 張召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9-57-6 (PDF) 普遍級  

內向者如何成為溝通高手: 幫助內向

者發現真我,重塑自信與社交溝通能

力/迎刃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35-999-5 (EPUB) 普遍級  

內在原力: 9 個設定,活出最好的人生

版本= Inner force: the key to achieve 

infinite success/愛瑞克作; 張騰朗讀 .-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11103 .-- 約

282 分 面 ; 公 分  .-- ISBN 978-626-

95459-5-7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六神磊磊讀金庸/六神磊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04-9-1 (EPUB) 

普遍級  

六神磊磊讀金庸/六神磊磊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60-1-0 (PDF) 

普遍級  

公民哲學/鄧育仁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580-8 (PDF) 

NT$550 普遍級  

公民哲學/鄧育仁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581-5 (EPUB) 

NT$550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社會學

(含社會學概要))(104-110 年試題)(申

論題型)/劉學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70-8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財政學

(含財政學概論、財政學概要))(105-

110 年試題)(測驗題型)/張天啟編著 .-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44-9 

(PDF) 普遍級  

天下女人都會卡的關/夢洗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8-17-2 (EPUB) 

普遍級  

天下女人都會犯的錯/夢洗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4 .-- 面;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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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626-7098-16-5 (EPUB) 

普遍級  

天下憚服: 從布衣寄奴到南朝第一帝,

劉裕鐵血征伐、啟幕南北朝 /李碩

著 .-- 臺北市 : 麥田,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10-1 (EPUB) 

普遍級  

天才科學家的祕密大爆料: 親子共讀

X 邊笑邊學!40 篇史上最不正經的科

普故事,啟發孩子科學興趣!培養超越

自我的勇氣 !/藤嶋昭監修 ; 林倩伃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美藝學苑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6220-48-7 (EPUB) 普遍級  

天丹虎飛 雙蛇抱杖平行畢典/黃文海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5-73-3 (PDF) 普遍級  

天使的禮物: 兒童特發性關節炎-教

育繪本/郭和昌作; 阿布布思義繪 .-- 

初版 .-- 高雄市 : 麗文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0-200-2 

(PDF) 普遍級  

天長地久: 給美君的信/龍應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58-5 

(PDF) 普遍級  

天長地久: 給美君的信/龍應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59-2 

(EPUB) 普遍級  

天神和人/姚建明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989-68-2 (EPUB) 普遍

級  

孔道追尋的變與不變: 以朱次琦、簡

朝亮和伍憲子為討論中心 /劉志輝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47-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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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6-283-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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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4-08-4 

(EPUB) NT$406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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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266-0 (EPUB) 普遍級  

心智圖閱讀術/胡雅茹著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21-7 (EPUB) 普遍

級  

手工皂調色 X 配色專書/娜娜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17-1 

(PDF) 普遍級  

手工皂調色 X 配色專書/娜娜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18-8 

(EPUB) 普遍級  

手作常備麵包: 11 款冷凍麵團 x42 種

經典風味,隨烤即食,開啟幸福的一天

/史瑞暘, 胡俊明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47-1 (EPUB) 普遍級  

手把手教你如何創業獲利: 麥肯錫

7S 模型教你賺錢的經營法則!/馬俊

杰, 速溶綜合研究所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樂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4-93-3 (PDF) 普遍級  

文茜說世紀典範人物之二: 從平凡到

不平凡的: 梅克爾、羅斯福夫人、杜

魯門 /陳文茜著  .-- 臺北市  : 遠流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518-1 (EPUB) 普遍級  

日日讀古文,句句是經典: 主題式賞

析歷代古文 300 句,提升中文讀寫力/

黃淑貞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256-1 (EPUB) 普遍級  

日本天守建築. 1, 戰國三雄的名城建

築故事. 1/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30-3 (EPUB) 

普遍級  

日本天守建築. 1, 戰國三雄的名城建

築故事. 2/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31-0 (EPUB) 

普遍級  

日本天守建築. 2, 姫路城的建築美學. 

1/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

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32-7 (EPUB) 普遍級  

日本天守建築. 2, 姫路城的建築美學. 

2/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

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33-4 (EPUB) 普遍級  

日本天守建築. 3, 尾張德川家金色名

古屋城的豪奢美學. 1/胡琮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34-1 

(EPUB) 普遍級  

日本天守建築. 3, 尾張德川家金色名

古屋城的豪奢美學. 2/胡琮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35-8 

(EPUB) 普遍級  

日本史前建築篇: 從九州原鄉初探彌

生時期建築之美. 1/胡琮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29-7 

(EPUB) 普遍級  

日本史前建築篇: 從九州原鄉初探彌

生時期建築之美. 2/胡琮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27-3 

(EPUB) 普遍級  

日本佛寺建築. 1, 到奈良看飛鳥時代

建築之美. 1/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49-5 (EPUB) 

普遍級  

日本佛寺建築. 1, 到奈良看飛鳥時代

建築之美. 2/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48-8 (EPUB) 

普遍級  

日本佛寺建築. 2, 從清水寺、瑠璃光

院談平安時期建築之美 . 1/胡琮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47-1 (EPUB) 普遍級  

日本佛寺建築. 2, 從清水寺、瑠璃光

院談平安時期建築之美 . 2/胡琮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46-4 (EPUB) 普遍級  

日本神社建築. 1, 神社建築基礎觀念

篇與「大社造」建築. 1/胡琮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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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28-0 (EPUB) 普遍級  

日本神社建築. 1, 神社建築基礎觀念

篇與「大社造」建築. 2/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26-6 (EPUB) 普遍級  

日本神社建築. 2, 「神明造.流造.春

日造.權現造」神社建築流派篇. 1/胡

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

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23-25-9 (EPUB) 普遍級  

日本神社建築. 2, 「神明造.流造.春

日造.權現造」神社建築流派篇. 2/胡

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

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23-24-2 (EPUB) 普遍級  

日本神社建築. 3, 「稻荷造.住吉造.

八幡造」神社建築色彩學. 1/胡琮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23-5 (EPUB) 普遍級  

日本神社建築. 3, 「稻荷造.住吉造.

八幡造」神社建築色彩學. 2/胡琮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22-8 (EPUB) 普遍級  

日本神社建築. 4, 自然信仰與地方型

神社建築類型之美. 1/胡琮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21-1 

(EPUB) 普遍級  

日本神社建築. 4, 自然信仰與地方型

神社建築類型之美. 2/胡琮淨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20-4 

(EPUB) 普遍級  

日本純喫茶物語：110 間老派咖啡店

的紀錄與記憶/山之內遼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出,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42-1 (EPUB) 普遍

級  

日本景觀大師給你-好房子造園設計

全書/荻野壽也, 園三著; 桑田德, 嚴可

婷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原 點 ,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084-15-

1 (全套:平裝) NT$1170 普遍級  

日本傳統建築繪畫學: 日本建築障壁

畫.隔扇畫.屏風畫篇. 1/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45-7 (EPUB) 普遍級  

日本傳統建築繪畫學: 日本建築障壁

畫.隔扇畫.屏風畫篇. 2/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44-0 (EPUB) 普遍級  

月旦醫事法綜探研究. 四/洪嘉翎, 單

鴻昇, 劉依俐, 劉邦揚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08-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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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379-9-3 (EPUB) 

普遍級  

比海還深的地方/宋尚緯作.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3 .-- 約 18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53-6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毛主義: 紅星照耀全世界,一部完整

解讀毛澤東思想的全球史 /藍詩玲

(Julia Lovell)著; 洪慧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23-1 (EPUB) 普遍

級  

* 水 上 救 生 通 論 = Introduction of 

lifesaving/陳翊吟作 .-- 屏東縣 : 陳翊

吟, 11103 .-- 1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3-9920-8 (平裝) 普遍級  

水火之歌: 薛松的藝術= Fire and water: 

the art of Xue Song/張敬亭 , 孔鳴編

輯 .-- 新北市 : 高士文化藝術, 11103 .-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94948-6-1 (精裝) NT$1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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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來

獨家裁判人生獨白版)/蘇建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43-89-1 (EPUB) 

普遍級  

父母並非不愛你,卻又讓你傷痕累累

的隱性虐待: 如何療癒童年傷痕,走

出原生家庭給你的痛苦情緒/王雪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80-81-3 (EPUB) 普遍級  

犬行為訓練師的工作心法 /蘇裕盛 , 

黃 媛 欣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D.I.N.G.O. TAIWAN 愛犬訓練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18-1-7 (PDF) NT$310 普遍級  

王子翹家後/菩提公園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眾生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98-2-5 (PDF) 

普遍級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42 暨公益

慈善英雄人物/林玉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藝創意,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548-3-6 (EPUB) 

普遍級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夢想 42 暨公益

慈善英雄人物/林玉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藝創意,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548-4-3 (PDF) 

普遍級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 Vol.4: 有錢買

不到藥?得稀土者得天下?COVID-19

燒掉東南亞千億人民幣?「綠色長城」

擋住全球沙漠化?/亞歷克西斯.鮑茨

曼 (Alexis Bautzmann), 吉 雍 . 傅 蒙

(Guillaume Fourmont)主編; 林佑軒, 陳

郁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01-4 (PDF) 普遍級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 Vol.4: 有錢買

不到藥?得稀土者得天下?COVID-19

燒掉東南亞千億人民幣?「綠色長城」

擋住全球沙漠化?/亞歷克西斯.鮑茨

曼 (Alexis Bautzmann), 吉 雍 . 傅 蒙

(Guillaume Fourmont)主編; 林佑軒, 陳

郁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02-1 (EPUB) 普遍級  

世界宗教: 從教義、教典乃至歷史,

一本了解重要宗教的精髓!/星川啓慈

著; 藍嘉楹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

星,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0-116-3 (EPUB) 普遍級  

且慢茶館: 從品茶,品味人生/葉中雄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12-5 

(EPUB) 普遍級  

主人思維: 自我覺醒世代必讀,用職

涯心理學打造以你為中心的未來藍

圖/陳韋丞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223-0 (EPUB) 普遍級  

主人思維: 自我覺醒世代必讀,用職

涯心理學打造以你為中心的未來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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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陳韋丞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5-224-7 (PDF) 普遍級  

主廚的百味人生: 吃的不只是手路菜,

更是滿懷理想與堅毅的台灣好味/顏

怡今, 邱俊智, 葉盛耀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48-8 (EPUB) 普遍

級  

*以資源基礎分析產學合作研究代表

成果報告/陳慶樑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1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15-8 (平裝) 

普遍級  

以體驗學習反思觀點重塑中文系實

務課程之教學行動研究/汪淑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46-6 (PDF) 

普遍級  

他們說我是間諜: 人類學家與她的祕

密 警 察 監 控 檔 案 / 凱 薩 琳 . 韋 德 瑞

(Katherine Verdery)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衛城,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31-0 (PDF) 普遍級  

他們說我是間諜: 人類學家與她的祕

密 警 察 監 控 檔 案 / 凱 薩 琳 . 韋 德 瑞

(Katherine Verdery)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衛城,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32-7 (EPUB) 普遍級  

冬天,大家在做什麼?(中英單字版)/羅

陶蘇珊娜.伯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

文.圖; 楊雪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1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17-740-6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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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02-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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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03-6 (EPUB) 普遍

級  

卡內基: 人性的弱點/戴爾.卡內基著; 

雲中軒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2-439-5 (EPUB) 普遍級  

卡內基夫人: 做個最有吸引力的女人

/桃樂絲.卡內基著; 逸凡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40-1 (EPUB) 

普遍級  

卡巴賴夫斯基 24 首鋼琴小曲: 作品

三十九/Dmitri Kabalevsky 編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11103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3-52-

7 (平裝) 普遍級  

占星全指引: 透過本命盤,理解靈魂

的內在風景 /露易絲 .愛丁頓 (Louise 

Edington)著; Jade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30-1 (EPUB) 普遍級  

占星芳療: 植物系女巫的魔法油調製

術/植物系女巫 Claudia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25-3 (EPUB) 普遍

級  

占星芳療: 植物系女巫的魔法油調製

術/植物系女巫 Claudia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26-0 (PDF) 普遍級  

占星相位研究= Aspects in astrology/

蘇.湯普金(Sue Tompkins)著; 胡因夢

譯; 玖夏朗讀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4 .-- 約 63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399-6 (線上有聲書(MP3)) 

NT$8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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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82-0 (EPUB) 普遍級  

可以馬上學會的超強生活美語/張瑪

麗, Scott William 合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哈福企業,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76-5-3 (PDF) 普遍級  

可以獨處,也可以親密: 重塑情感關

係的十堂課/黃慧娟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太雅,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6-423-8 (EPUB) NT$320 普

遍級  

古代漆器華彩/林元茂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46-2 (PDF) NT$580

普遍級  

古籍知識手冊. 一, 古籍知識/高振鐸

主編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55-8 (PDF) NT$560 普遍級  

右奈短詩選/右奈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84-4 (PDF) 普遍級  

右奈短詩選/右奈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85-1 (EPUB) 普遍

級  

史上最強股票大作手操盤術: 巴菲特

指 定 教 科 書 / 傑 西 . 李 佛 摩 (Jesse 

Lauriston Livermore)著; 榮千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41-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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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0-111-8 (EPUB) 普遍級  

台灣 ISP 年鑑. 2021 年/財團法人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作] .-- 臺北市 : 臺灣網

路資訊中心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06247-2-4 (PDF) 普遍級  

台灣中型集團企業研究. 2022/中華徵

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著 .-- 第 15

版 .-- 臺北市 : 中華徵信所,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05-4-7 

(PDF) 普遍級  

台灣名家美術 100 水彩: 陳榮和= 100 

Years Taiwan artists/許鐘榮總編輯 .-- 

新北市 : 香柏文創, 11104 .-- 6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6272-3-8 (平裝) 

普遍級  

四時瑜伽: 一個工作狂的休息筆記/

柯采岑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重版文

化整合事業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4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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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75-2 (PDF) 普遍級  

外部與範式轉移: 德勒茲論繪畫/陳

瑞文, 陳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712-3 (PDF) NT$460 普遍級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 當塔綠班、藍蛆、

4%仔成為我們面對異己的暴力語言,

該如何找回理性的對話可能?/艾瑞



169 

 

卡.特森(Erica etelson)著; 辛亞蓓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23-1 

(PDF) 普遍級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 當塔綠班、藍蛆、

4%仔成為我們面對異己的暴力語言,

該如何找回理性的對話可能?/艾瑞

卡.特森(Erica etelson)著; 辛亞蓓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24-8 

(EPUB) 普遍級  

尼大人出巡: 女院長與波斯省長對話

/蔡麗貞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

音學院,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355-84-4 (PDF) 普遍級  

尼采如是說: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悲劇的誕生>>+<<歡悅的智慧

>>+<<瞧,這個人>>(尼采四傑作精選

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著; 陳永紅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野

人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07-6 (EPUB) 普遍級  

尼采如是說: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悲劇的誕生>>+<<歡悅的智慧

>>+<<瞧,這個人>>(尼采四傑作精選

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著; 陳永紅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野

人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08-3 (PDF) 普遍級  

平安時代貴族建築風格: 從金閣寺談

「寢殿造」建築與池泉回遊庭園之

美. 1/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

活全球網路 , 11104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023-43-3 (EPUB) 普遍

級  

平安時代貴族建築風格: 從金閣寺談

「寢殿造」建築與池泉回遊庭園之

美. 2/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

活全球網路 , 11104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023-42-6 (EPUB) 普遍

級  

打開人工智慧黑箱/凱特.克勞馥(Kate 

Crawford)著; 呂奕欣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05-5 (EPUB) 普遍級  

打開德國說亮話!守規矩卻愛插隊、

嗜吃生豬肉、不在計畫內就抓狂,旅

歐文化觀察家的第一手現場筆記/琵

雅諾作; 游曙恩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

數位學習, 11103 .-- 約 466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5-89-7 (線上有

聲書(MP3)) NT$350 普遍級  

本能減脂= Instinct to burn fat/張景琦, 

孟令超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

書局, 11103 .-- 42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917-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正好住基隆: 我住在基隆要塞司令官

邸的日子,還有心愛的城市散步時光/

小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156-8 (PDF) 普遍級  

正好住基隆: 我住在基隆要塞司令官

邸的日子,還有心愛的城市散步時光/

小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4-157-5 (EPUB) 普遍級  

正念領導力: 激發活力和潛能的領導

智慧/陳立偉, 魏星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15-8 (EPUB) 普遍級  

正說大漢二十二帝/劉雅琳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地,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2-355-4 (EPUB) 

普遍級  

母性是本能?: 最新科學角度解密媽

媽基因/艾比蓋爾.塔克(Abigail Tucker)

作; 黃于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

樹林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810-8-6 (EPUB) 普遍級  

民主臺灣與總統直選/財團法人台灣

研究基金會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91-2 (PDF) NT$600 普遍

級  

民主臺灣與總統直選/財團法人台灣

研究基金會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92-9 (EPUB)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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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76-9 (PDF) 普遍級  

永續農業. 第四十二期: 臺灣永續農

業 與 綠 能 科 技 農 業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楊上禾總編輯 .-- 臺中市 : 

中華永續農業協會, 11103 .-- 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5315-5-9 (平裝) 

普遍級  

犯罪分析與安全治理/孟維德著 .-- 第

五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710-9 (PDF) 

普遍級  

生命會談: 水到渠成/廖年明, 張路得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淡江教會, 

11104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9583-2-5 (平裝) 普遍級  

用中文說英語,超簡單!/蘇盈盈編著 .-

- 初版 .-- 新北市 : 哈福企業,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76-4-6 

(PDF) 普遍級  

用 五 聲 音 階 就 能 彈 奏 !Jazz/Fusion 

Guitar/宮脇俊郎著; 柯冠廷翻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典絃音樂文化, 11103 .-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6581-88-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用字首、字根、字尾熟記核心英單

3000: 圖像故事串聯,3 倍速記憶不會

忘,從國中到大學一定要會的英文字

彙/李弘在著; 姜奕如, 談采薇譯 .-- 新

北市 : 語研學院,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66-4-0 (PDF) 普遍級  

用籃球挑戰人生柯比.布萊恩: 從童

年到退休,超越極限和成就團隊的 24

種態度/HBK(林聖淵)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真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83-9-0 (EPUB) 普遍

級  

目標零滲漏!橡皮障防濕完美技巧/辻

本真規著; 翟聿飛, 顏成翰, 陳宇江, 

王浩庭, 林文昱, 顏三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毅企業, 11105 .-- 15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99033-2-5 (精

裝) 普遍級  

*立法程序之法制與實務/何弘光著 .-

- 初版 .-- 基隆市 : 何弘光, 11104 .-- 

27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43-

9949-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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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18-20-7 (EPUB) 普遍級  

仰望: 劉獻堂主教晉鐸 65 周年暨晉

牧 40 周年紀念文集= Look up/劉獻堂

作  .-- 桃園市  : 天主教振聲高中 , 

11103 .-- 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93838-2-0 (平裝) 普遍級  

企業形象 CI 設計手冊/劉麗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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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7139-06-6 

(EPUB) 普遍級  

企業研發對生技製藥企業研發合作

形成與企業績效之影響機制量化分

析/張錦俊, 劉玳縈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24-8 

(PDF) 普遍級  

先秦哲學史/曾春海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04-8 (PDF) NT$650 普遍

級  

先進材料連接技術及應用/李亞江等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24-0 (PDF) NT$720 普遍級  

全方位理財的第一堂課: 你一生必學

的五大財務規畫/闕又上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先覺,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4-419-5 (EPUB) 普遍

級  

全家人的幸福理財: 從買屋到存股、

領終身月退俸的人生布局 /莊雅珍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43-6-0 (PDF) 普遍級  

全圖解!避開 99%簡報地雷: 職場商

業簡報實戰懶人包/Levin 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9-94-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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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8-21-4 (EPUB) 

普遍級  

共感團隊: 21 世紀領導者必備能力,

打造成員有安全感、同理心,樂於發

言、自主思考,有行動力的共感團隊/

越川慎司著; 陳綠文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42-1 (PDF) 普遍級  

共感團隊: 21 世紀領導者必備能力,

打造成員有安全感、同理心,樂於發

言、自主思考,有行動力的共感團隊/

越川慎司著; 陳綠文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43-8 (EPUB) 普遍

級  

*共感簡報: 改變自己、也改變他人

的視覺傳達與溝通技巧/三輪開人著; 

李璦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

7429-8 (EPUB) 普遍級  

再也沒有蒜苗佐烏魚子了 /宋尚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10-5-0 

(EPUB) 普遍級  

*印前製程乙級檢定術科應檢寶典 . 

2022 版/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51-0 (PDF) 

NT$590 普遍級  

印度納迪葉: 跨次元即時通,解讀你

的靈魂藍圖/Keshin 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24-0 (EPUB) 普遍級  

吉 金 允 臧 : 商 周 青 銅 禮 器 特 展 = 

Exquisite ritual bronzes from early 

China/ .-- 臺 北 市  : 允 臧 齋 藝 術 , 

11103 .-- 8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

986-06842-1-6 (精裝) NT$3000 普遍級  

吉寶 : 危險視角寫真書 . A/Miao 喵

Photography 作 .-- 臺北市 : 滾石移動

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90-5-5 (PDF) 限制級  

向上管理/鞠佳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16-5 (EPUB) 普遍級  

向加泰隆尼亞致敬: 喬治.歐威爾西

班牙內戰參戰實錄,反極權主義寫作

起點,繁體中文譯本首度面市/喬治.

歐威爾著; 黎湛平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貓頭鷹,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46-0 (EPUB) 普遍級  

向老天爺借青春: 任督二脈之筋膜大

挪移/黃增山作 .-- 新北市 : 旭實國際

企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88701-2-3 (PDF) 普遍級  

向時尚品牌學風格行銷: 風格決定你

是誰-不出賣靈魂的 27 堂品牌行銷課

/吳世家作.朗讀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4 .-- 約 51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398-9 (線上有聲書(MP3)) 

NT$720 普遍級  

向編輯思考: 激發自我才能、學習用

新角度看世界,精準企畫的 10 種武器

/安藤昭子著;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47-6-6 (EPUB) 

NT$450 普遍級  

名作要從最後一句開始讀/齋藤美奈

子著; 王華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39-1 (EPUB) 普遍級  

名作要從最後一句開始讀/齋藤美奈

子著; 王華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40-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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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202-8 

(EPUB) 普遍級  

地表最強文案公式: 社群小編的最愛、

千萬粉絲都吃這一套!/汪豪, 尹雨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7-185-2 (PDF) 普遍級  

在挫折面前,我選擇勇敢: 從走唱小

歌女到英特爾總經理,吳惠瑜把逆境

活成喜劇的人生哲學/王蘭芬, 吳惠

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8-752-9 (EPUB) 普遍級  

多元宗教社會的政治傾向: 台灣的宗

教差異/張榮彰, 劉從葦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32-657-7 (PDF) 普遍級  

多旋翼無人機系統與應用/彭誠, 白

越, 田彥濤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25-7 (PDF) NT$760 普遍

級  

好一座浮島/簡媜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566-6 (EPUB) 

普遍級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 政治與宗教如何

將 我 們 四 分 五 裂 / 強 納 森 . 海 德 特

(Jonathan Haidt)著 ; 姚怡平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網路與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3-11-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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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

市 : 方智,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671-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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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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김선호)著; 李

煥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9-58-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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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김선호)著; 李

煥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9-59-0 (PDF) 普遍級  

她說: 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人物畫= 

She said/ .-- 臺南市 : 陸角銀藝術商行, 

11103 .-- 6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97-0-8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存在主義,海德格的思考: 為傳統的

哲學概念,賦予全新的意義,從<<存在

與時間>>探索存在的本質/劉燁, 王

勁玉編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191-5 (EPUB) 普遍級  

宇宙編年史: 真理之書/賢濟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3-15-8 

(EPUB) NT$258 普遍級  

守宮在唱歌/林佳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有鹿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26-3-2 (EPUB) 普遍

級  

安靜是種超能力: 寫給內向者的職場

進擊指南,話不多,但大家都會聽你說

/張瀞仁(Jill Chang)作; 林美秀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3 .-- 

約 39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29-4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成交模式: 啟動植入想法流程,建立

優勢位階,從日常談判到高額募資,都

能讓對方主動說我要買/歐倫.克拉夫

(Oren Klaff), 安迪.厄爾(Andy Earle)著; 

廖建容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

雜誌,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98-756-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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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46-9-9 (PDF) NT$55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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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85-0-3 (EPUB) NT$550 普

遍級  

有多痛,就有多值得: 痛苦的價值及

其如何為我們帶來快樂 /保羅 .布倫

(Paul Bloom)著; 陳岳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31-8 (EPUB) 普遍

級  

有時混黑道,有時彈鋼琴/鈴木智彥著;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50-6 (PDF) 普遍級  

有時混黑道,有時彈鋼琴/鈴木智彥著; 

許郁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51-3 (EPUB) 普遍級  

有點玄妙但管用: 非懂不可的算命基

本常識/曾新惠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98-15-8 (EPUB) 普遍級  

朱家非比尋常的日常. 二, 挖掘明代

諸君的真實樣貌/胡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47-9-8 (EPUB) 普遍

級  

朱雀點亮屏東偏鄉教育: USR 實踐之

旅/陳新豐, 楊智穎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33-6 (PDF) NT$400

普遍級  

汗水的奧祕: 有關流汗的奇思妙想與

科學探究/莎拉.艾佛茲(Sarah Everts)

著; 楊心怡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65-0-9 (EPUB) 普遍級  

江宏恩的私味覺: 獨享、夜歸的快速

料理/江宏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

色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40-2 (EPUB) 普遍級  

百年竹園築緣百年: 臺南一中百年校

慶紀念套書/南一中百年校慶籌備委

員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

化, 11104 .-- 冊 .-- ISBN 978-986-5504-

73-1 (全套:平裝) NT$2022 普遍級  

百年街屋: 最興盛時代的燦爛動人建

築,從迪化街看台灣發展縮影/李東明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36-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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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麥浩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00-3 (EPUB) 普遍級  

自分時間: 將 24 小時全部為己所用,

以提升「幸福感」為目標的時間管

理大全/池田貴將著; 黃薇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93-8-0 (PDF) 

NT$270 普遍級  

自由世界的前哨: 2022 烏克蘭戰爭/

沈旭暉, 孔德維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一八四一出版,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56-1-7 (EPUB) 

普遍級  

自組 ETF 存股法,讓我滾出翻倍股利: 

忙 碌 理科 工程 師打 造屬於 自 己的

ETF,月領 4 萬被動收入/吳宜勲(老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03-4 (EPUB) 普遍級  

自組 ETF 存股法,讓我滾出翻倍股利: 

忙 碌 理科 工程 師打 造屬於 自 己的

ETF,月領 4 萬被動收入/吳宜勲(老吳)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7-804-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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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6-99-0 (EPUB) 普遍級  

舌尖上的八大菜系/牛國平, 牛翔編

著 .-- 臺北市 : 任性,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04-6-0 (EPUB) 

普遍級  

舌尖上的八大菜系/牛國平, 牛翔編

著 .-- 臺北市 : 任性,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04-7-7 (PDF) 

普遍級  

色彩構成/王忠恆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07-3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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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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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32-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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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2-28-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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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2-29-7 (PDF) 

普遍級  

行動化學館. 1: 物質的基本組成/陳

大為, 陳大量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754-3 (PDF) 普遍級  

西元一千年: 探險家連結世界,全球

化 於 焉 展 開 / 芮 樂 偉 . 韓 森 (Valerie 

Hansen)著;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75-2 (EPUB) 普遍

級  

西元一千年: 探險家連結世界,全球

化 於 焉 展 開 / 芮 樂 偉 . 韓 森 (Valerie 

Hansen)著;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76-9 (PDF) 普遍級  

西方技術藝術史/仇國梁著 .-- 修訂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89-9 (PDF) 

普遍級  

西朝鮮: 為奴之地/余杰著 .-- 臺北市 :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09-0-3 (EPUB) 

普遍級  

西雅圖酋長宣言(中英對照 .深度導

讀): 怎麼能夠買賣天空、大地與海

洋的溫柔?一位印地安先知獻給我們

的自然預言= The statement of Chief 

Seattle/西雅圖酋長(Chief Seattle); 劉

泗翰譯; 蕭淳介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

者文化, 11103 .-- 約 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16-5 (線上有聲書

(MP3)) NT$200 普遍級  

西 藏 的 般 若 心 經 / 索 南 格 西 (Geshe 

Sonam), 貢卻斯塔(Gyaltsen Gonta), 齋

藤保高(Kunchok Shithar)著 ; 凃玉盞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15-8 

(EPUB) NT$320 普遍級  

佛陀不廢話/諾亞.羅舍塔作; 黃春華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30-7 (EPUB) 普遍級  

佛陀不廢話/諾亞.羅舍塔作; 黃春華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31-4 (PDF) 普遍級  

佛說阿彌陀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法師譯 .-- 一版三刷 .-- 新北市 : 玄奘

印刷文化, 11106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2-03-5 (25K 平裝 ) 

NT$50 普遍級  

佛羅里達變形記/陳思宏作; 蘇沄和

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3 .-- 約

7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

52-9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作文教學風向球/張春榮作 .-- 再版 .-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78-651-0 (PDF) 普遍

級  

你一定想看的亞洲史/楊益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43-2 (EPUB) 

普遍級  

你一定想看的美洲史/楊益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42-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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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83-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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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오수향)著; 李煥然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60-6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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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오수향)著; 李煥然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61-3 (PDF) 普遍級  

你不用看別人臉色也可以活得很好: 

果斷拒絕利用你的善良來削感情的

人/韓慶恩著; 胡椒筒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60-9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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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31-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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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5-32-4 (PDF) 普遍級  

你在煩惱什麼呢?: 大學諮商心理師

給你的陪伴之書,關於成長的疼痛與

焦慮/李家雯(海蒂)著 .-- 臺北市 : 悅

知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4-0-5 (PDF) 普遍級  

你好,我是接體員/全民大劇團股份有

限公司編輯 .-- 增訂二版 .-- 新北市 : 

全民大劇團, 11104 .-- 88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986-89881-6-3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你的心態 ,決定你的未來 /江映雪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21-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你的傷口,不是你的錯: 擺脫家庭情

緒勒索及控制 ,重新療癒自我 /林博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39-6 (EPUB) 普遍級  

你的愛情就像你自己: 知名心理師集

15 年諮商經驗,找到愛的解答/全美暻

作; 徐若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

何,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6-622-7 (EPUB) 普遍級  

你背負了誰的傷: 從家庭的原生三角

關係,療癒代際傷害/馮以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6-289-8 

(EPUB) NT$330 普遍級  

你真的可以好好一個人: 獻給時常感

到孤單的你,一個人也能幸福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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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枡野俊明著; 王蘊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79-8 (PDF) 

普遍級  

你就好好當你自己: 不完美也值得被

愛的勇氣/璽恩作.朗讀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4 .-- 約 200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626-335-210-0 (線上有聲

書(WAV)) NT$350 .-- ISBN 978-626-

335-211-7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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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冊 .-- 

ISBN 978-986-06202-5-2 (全套:平裝) 

NT$1320 普遍級  

免疫治療: 泌尿上皮癌治療新標準/

李建儀, 董聖雍, 蔡育傑, 魏子鈞, 蘇

文彬, 蘇柏榮, 蘇祐立作 .-- 初版 .-- 桃

園市 :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11103 .-

- 30 面 ; 25 公分  .-- ISBN 978-986-

98100-2-9 (平裝) 普遍級  

別人怎麼對你,都因為你說的話/黃啟

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96-80-4 (PDF) 普遍級  

別在該理財的年紀 ,選擇放棄 /崴爺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博思智庫,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33-5-6 (EPUB) 普遍級  

別告訴我你懂軍事: 經典戰役篇/<<

深度軍事>>編委會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00-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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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84-4 (EPUB) 普遍級  

判解民法總則/劉春堂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596-2 (EPUB) 普遍

級  

努力多久才可以喊累/艾莉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4-5-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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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

院 14 位復健科&營養師團隊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2-5-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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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85-1 

(EPUB) 普遍級  

囤 積 癖 / 珍 妮 佛 . 霍 華 德 (Jennifer 

Howard)著; 陳義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14-1 (EPUB) 普遍

級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姚秦)

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 修訂一版二

刷 .-- 新北市 : 玄奘印刷文化, 11105 .-

- 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2-

01-1 (25K 平裝) NT$50 普遍級  

妖怪大圖鑑/水木茂著; 王書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36-5 

(EPUB) 普遍級  

妖鬼仙怪起源的奇異世界: <<山海經

>>,中國的妖鬼仙怪、奇獸精靈,與他

們的起源/劉向, 劉歆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8-5-8 (EPUB) 普遍

級  

完美磅蛋糕: 手把手,不藏私,零基礎

一次學會/陳豐昇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出色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33-4 (EPUB) 普遍

級  

快樂的鍵盤和聲/村川千秋著; 全音

樂譜出版社編輯部譯 .-- 再版 .-- 臺北

市 : 全音樂譜, 11104 .-- 1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03-54-1 (平裝) 

普遍級  

快樂鍵盤和聲. 3. 練習篇/陳宏心作 .-

- 初版 .-- 新竹市 : 萌音文化, 11103 .-

- 76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

95855-3-3 (平裝) NT$230 普遍級  

我不是故意的!成人也有 ADHD: 專

業 ADHD 醫師陪你解決各種困擾,找

回穩定的生活方式/黃隆正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275-1 (PDF) 

NT$360 普遍級  

我不是故意的!成人也有 ADHD: 專

業 ADHD 醫師陪你解決各種困擾,找

回穩定的生活方式/黃隆正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8-6276-8 (EPUB) 

NT$360 普遍級  

我用行銷思維成為搶手的人才: 像行

銷人一樣思考,找到讓自己發光的獨

特賣點,成為職場最強人才、翻轉人

生/井上大輔作; 鄭淑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59-7-1 (PDF) 普遍級  

我用行銷思維成為搶手的人才: 像行

銷人一樣思考,找到讓自己發光的獨

特賣點,成為職場最強人才、翻轉人

生/井上大輔作; 鄭淑慧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59-8-8 (EPUB) 普遍

級  

我在中國的兩年牢獄生活: 從榮譽大

使變成服刑兩年的囚犯,在監獄裡看

清「閉嘴愛國」式的中國扭曲社會。

/史考特.李著; 楊筑鈞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28-7 (PDF) 普遍級  

我在中國的兩年牢獄生活: 從榮譽大

使變成服刑兩年的囚犯,在監獄裡看

清「閉嘴愛國」式的中國扭曲社會。

/史考特.李著; 楊筑鈞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29-4 (EPUB) 普遍

級  

我所走過的生命路: 鄭明析先生傳/

秋本彩乃著; 林蓉萱, 葉柏廷, 張馨文

譯; 蔡至哲校訂 .-- 初版二刷 .-- 臺北

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27-5 (PDF) NT$300 普遍

級  

我的人生施工中: 跨界工地的信仰反

思/毛樂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

書房,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98-934-1 (EPUB) 普遍級  

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佩索亞|

詩選)/費爾南多 .佩索亞著; 張家綺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05-2 (PDF) 普遍級  

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佩索亞|

詩選)/費爾南多 .佩索亞著; 張家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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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84-706-9 (EPUB)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越南語學習書/阮文翰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4-78-2 (PDF)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義大利語學習書/羅意玟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4-77-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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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5-62-7 (PDF) 普遍級  

我是馬拉拉(10 週年紀念版)/馬拉拉.

優薩福扎伊, 克莉絲汀娜.拉姆作; 翁

雅如, 朱浩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71-7-4 (EPUB) 普遍級  

我是馬拉拉(10 週年紀念版)/馬拉拉.

優薩福扎伊, 克莉絲汀娜.拉姆作; 翁

雅如, 朱浩一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71-8-1 (PDF) 普遍級  

我要實現願望!: 怦然心動的 28 日吸

引力課程/都築真紀子著; 蘇麗蓉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61-6 

(PDF) 普遍級  

我要實現願望!: 怦然心動的 28 日吸

引力課程/都築真紀子著; 蘇麗蓉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62-3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未來: 獻給一個豐饒世界的宣

言/顏希.史崔克勒(Yancey Strickler)著; 

沈志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682-9-2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故事: 濟世傳情,100 位愛心志

工 ,分享難忘的人生紀錄 /王興隆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21-6 (EPUB) 普遍級  

我們的故事: 濟世傳情,100 位愛心志

工 ,分享難忘的人生紀錄 /王興隆主

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22-3 (PDF) 普遍級  

我們都是星族人. 1/王謹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39-0-3 

(EPUB) 普遍級  

我害怕,你說你也喜歡我/夏林溪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395-5 

(PDF) 普遍級  

我國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論述分析: 以

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為中心/王

等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師大書苑, 

11103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57-496-896-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我處祂方: 一名巴黎同志的愛與信仰

之路/朴雨歌(Hugues Pouyé)作; 林季

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43-3-7 (EPUB) NT$370 普遍級  

我想交朋友: 青年族群中,70％有社

交焦慮症。但哈佛大學研究發現:比

起金錢和名譽,親密的人際關係更能

讓人快樂/瑞秋.德爾托(Rachel DeAlto)

著; 吳宜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23-2 (PDF) 普遍級  

我想交朋友: 青年族群中,70％有社

交焦慮症。但哈佛大學研究發現:比

起金錢和名譽,親密的人際關係更能

讓 人 快 樂 。 / 瑞 秋 . 德 爾 托 (Rachel 

DeAlto)著; 吳宜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24-9 (EPUB) 普遍

級  

我想說聲謝謝你: 12 個月的感恩練習,

每天找到一件值得感謝的事,讓生命

更豐富/吉娜.哈瑪迪著; 陳芙陽譯 .-- 

首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93-4-2 

(PDF) 普遍級  

我愛百變蛋料理: 世上最好用食材的

廚藝探索&105 道蛋料理完全食譜/邁

可.魯曼(Michael Ruhlman)著; 潘昱均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5-3-6 

(PDF) 普遍級  

我愛百變蛋料理: 世上最好用食材的

廚藝探索&105 道蛋料理完全食譜/邁

可.魯曼(Michael Ruhlman)著; 潘昱均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奇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5-4-3 

(EPUB) 普遍級  

我選擇勇敢: Google 首位幕僚長的職

涯高投報法則/安.海亞特(Ann Hiatt)

著; 史碩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22-1 (EPUB) 普遍級  

我懂了!專案管理(暢銷紀念版)/約瑟

夫 .希格尼(Joseph Heagney)著 ; 何霖

譯 .-- 四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47-5-9 (EPUB) 普遍級  

把小錢滾成大財富: 愈早看破愈早財

務自由的存錢迷思 /班 .卡爾森(Ben 

Carlson)作; 陳正芬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71-1 (PDF) 普遍級  

把小錢滾成大財富: 愈早看破愈早財

務自由的存錢迷思 /班 .卡爾森(Ben 

Carlson)作; 陳正芬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72-8 (EPUB) 普遍

級  

把心放上去: 林本堅的「用心則樂」

人生學/林本堅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啟示,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790-8-2 (EPUB) 普遍級  

把討厭的人,當成另類的貴人. 自我

激勵篇/文蔚然編著 .-- 第 1 版 .-- 新

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23-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找地蓋屋。蓋自己的家/漂亮家居編

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799-0 (PDF) 普遍級  

*改變人生的冥想套書: <<改變人生

的冥想習慣>>+<<走出困難的冥想

習慣>>/加藤史子(Kato Fumiko)著; 蔡

麗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046-59-

3 (全套:平裝) NT$700 普遍級  

李常受文集. 一九五 0 至一九五一年.

第一冊/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

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66-802-4 (EPUB) 

NT$650 普遍級  

李常受文集. 一九五 0 至一九五一年.

第二冊/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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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66-803-1 (EPUB) 

NT$650 普遍級  

李常受文集. 一九五 0 至一九五一年.

第三冊/李常受著; 財團法人臺灣福

音書房編輯部編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66-804-8 (EPUB) 

NT$700 普遍級  

李常受文集. 一九五三年/李常受著; 

財團 法人 臺灣 福音 書房 編輯 部編

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

書房, 11104 .-- 冊 .-- ISBN 978-986-

166-806-2 (第 1 冊:精裝) .-- ISBN 978-

986-166-807-9 (第 2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08-6 (第 3 冊:精裝) .-- 

ISBN 978-986-166-809-3 (全套:精裝) 

普遍級  

村上春樹における逸脱/沼野充義監

修; 曾秋桂編集 .-- 一版 .-- 新北市 : 

淡大出版中心, 11106 .-- 283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032-13-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每一個都是「我們的」孩子: 文國士

與家園的漂浪少年/文國士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6-285-0 

(EPUB) NT$3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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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26-4-9 (EPUB) 

普遍級  

每日 10 分鐘的超好玩親子互動數學: 

用遊戲打造數學基礎,100 天就讓孩

子愛上學習/Gentlemom 辛敬美, 千宗

鉉作;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92-1 (PDF) 普遍級  

每日 10 分鐘的超好玩親子互動數學: 

用遊戲打造數學基礎,100 天就讓孩

子愛上學習/Gentlemom 辛敬美, 千宗

鉉作;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93-8 (EPUB) 普遍級  

沒有人應該堅強一輩子/艾莉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4-2-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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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77-6 (EPUB) 普遍級  

男裝麗人: 川島芳子傳/上坂冬子作; 

黃耀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11-1 (PDF) 普遍級  

男裝麗人: 川島芳子傳/上坂冬子作; 

黃耀進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12-8 (EPUB) 普遍級  

貝納德的墮落/泰絲.格里森作; 陳宗

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

際,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22-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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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66-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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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67-8 (PDF) 普遍級  

走進一座布農的山 /郭彥仁 (郭熊 )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57-1 

(EPUB) 普遍級  

走進一座布農的山 /郭彥仁 (郭熊 )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家,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58-8 

(PDF) 普遍級  

走讀明治維新/牛奶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65-32-7 (全套:平裝) 

NT$930 普遍級  

走讀明治維新. 下: 見微知著,娓娓道

來民生工商宏偉生活之古今脈絡/牛

奶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50-1 (EPUB) 普遍級  

走讀明治維新. 上: 當年的哪一項政

治、軍事、建設,造就了你我眼前閃

亮亮的一部份日本?/牛奶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5-49-5 

(EPUB) 普遍級  

身而為鳥: 從飛翔、築巢、覓食到鳴

唱,了解鳥的一舉一動,以及其中的道

理/大衛.希伯利(David Allen Sibley）

作; 吳建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家,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2-55-7 (PDF) 普遍級  

身而為鳥: 從飛翔、築巢、覓食到鳴

唱,了解鳥的一舉一動,以及其中的道

理/大衛.希伯利(David Allen Sibley）

作; 吳建龍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家,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62-56-4 (EPUB) 普遍級  

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很害怕/劉育

瑄作; 林芷恩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

位學習, 11103 .-- 約 407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626-7005-90-3 (線上有聲

書(MP3)) NT$350 普遍級  

防禦魔法/傑森.米勒(Jason Miller)著: 

sad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5-24-0 (EPUB) 普遍級  

防癌、抗癌: 癌症的預防、早察與治

療照護/牧之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菁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29-3-7 (EPUB) NT$250 普

遍級  

防護魔法全書: 化解負能量、厄運、

小人!讓你常保神清氣爽、消災解難

的 100 多種日常魔法/艾琳.墨菲-希斯

考克(Arin.Murphy-Hiscock)著; 謝汝萱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大 樹 林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413-7-9 (EPUB) NT$380 普遍級  

京瓷哲學/稻盛和夫著; 陳柏誠, 陳惠

莉, 呂美女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57-4 (EPUB) 普遍級  

京都力揭秘/柏井壽著; 游翔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62-0 

(EPUB) 普遍級  

京都力揭秘/柏井壽著; 游翔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63-7 

(PDF) 普遍級  

兒子使用說明書: 在你放棄和兒子溝

通之前,請先看腦科學專家怎麼說/黑

川伊保子著; 蘇楓雅譯 .-- 初版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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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64-3 (PDF) 普遍級  

兒子使用說明書: 在你放棄和兒子溝

通之前,請先看腦科學專家怎麼說/黑

川伊保子著; 蘇楓雅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65-0 (EPUB) 普遍

級  

兒童文學論集 . 五 /林文寶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642-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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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52-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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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53-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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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4-39-1 (EPUB) 普遍級  

其實你可以再賣貴一點: 打破 CP 值

迷思,放大商品獨特價值,讓顧客乖乖

掏錢買單/金裕鎭著; 張雅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64-4 (PDF) 

普遍級  

其實你可以再賣貴一點: 打破 CP 值

迷思,放大商品獨特價值,讓顧客乖乖

掏錢買單/金裕鎭著; 張雅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9-74-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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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79-19-5 (EPUB) 普遍級  

卸下戰袍,披上圍裙: 成為不可缺席

的存在/楊文佩作 .-- 高雄市 : 正合印

刷, 11103 .-- 30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863-1-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咒術迴戰最終研究: 特級咒靈解析禁

書/コスミック出版編輯部作; 廖婉

伶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17-0-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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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9-75-0 

(EPUB)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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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76-7 (PDF) 

NT$400 普遍級  

委內瑞拉發展模式: 查維茲的政經實

驗/黃富娟作 .--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32-658-4 (PDF) 普遍級  

妳可以當個好女孩,但不能不懂男人

的壞/大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133-822-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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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278-3 (EPUB) 

普遍級  

孤棋致勝: 培養做出最佳決策、處理

危機的究極洞察力!棋局的詭譎與壓

力 如 何鍛 鍊出 世界 棋王的 堅 韌心

智?/加里.卡斯帕羅夫, 米格.格林加德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6-11-3 (EPUB) 普遍級  

宗教自由之比較法研究/林更盛, 江

耀國, 曾品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762-8 (PDF) 普遍級  

宗教自由和東亞新興宗教: 以基督教

福音宣教會為中心/馬西莫.英特羅維

吉(Massimo Introvigne), 蔡至哲合著; 

蔡至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012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478-554-4 (下冊:平裝) NT$500 普

遍級  

尚文齋纂言續編: 曹尚斌的漢學天地

與人生風景/曹尚斌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43-5 (PDF) 普遍級  

帕金森定律: 為什麼工作總是在最後

一刻才會完成?/陳立之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51-7 (EPUB) 

普遍級  

征服統治者的味蕾/南源相著; 徐小

為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583-2 (EPUB) 普遍級  

拓展 2018 慈濟大學海外華語教育暨

服務志工團成果集/何昆益主編 .-- 初

版 .-- 花蓮縣 : 慈濟大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405-2-6 

(EPUB) 普遍級  

昆蟲觀察入門 /張永仁撰文 .生態攝

影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10-5 

(EPUB) 普遍級  

明心語錄/吳文進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吳祈聰, 11105 .-- 64 面; 30 公分 .-

- ISBN 978-957-43-9948-2 ( 線 裝 ) 

NT$650 普遍級  

明季遼事叢刊四種/楊家駱主編 .-- 初

版再刷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冊 .-- ISBN 978-626-7121-43-6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服務機器人系統設計/陳萬米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16-5 

(PDF) NT$450 普遍級  

*服裝與服飾設計手冊/李芳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6-91-3 

(EPUB) 普遍級  

東方當代墨彩畫會聯展. 111/汪浩仁, 

廖麗子執行編輯 .-- 新北市 : 曾盈齊, 

11103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46-8 (平裝) 普遍級  

林原惠的動畫角色教會我的每一件

事: 努力生存的力量/林原惠作; 吳松

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5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626-321-422-4 (平裝) 普遍級  

林禎唯服裝設計創作 2021 創作報告: 

Dirty Gentleman 服裝品牌創作及自媒

體行銷研究/林禎唯作 .-- 桃園市 :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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禎唯, 11103 .-- 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30-7 (平裝) 限制級  

武士: 東瀛戰士的虛與實,生與死/林

錚顗作; 游曙恩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

數位學習, 11103 .-- 約 406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5-85-9 (線上有

聲書(MP3))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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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燎原出版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86-2-7 (PDF)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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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燎原出版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86-3-4 (EPUB) NT$420 普遍級  

波浪能發電裝置設計和製造/劉延俊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18-9 (PDF) NT$380 普遍級  

法式甜點: 秒殺甜點課程不用搶,一

次學會塔派、泡芙、千層蛋糕、常

溫點心/艾力克.徐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出色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51-8 (EPUB) 普遍

級  

法國醫療精油寶典: 藥學博士的 135

種醫療精油、600 種芳療實證配方、

80 種醫院照護法/馮絲華茲.庫伊克.

馬里尼耶(Françoise Couic Marinier), 

安東尼.杜布樂(Anthony Touboul)合著; 

蕭筌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413-5-5 (EPUB) NT$1280 普遍級  

物聯網與智慧製造/張晶, 徐鼎, 劉旭

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15-8 (PDF) NT$660 普遍級  

狀元養成記: 歷代天才的金榜題名/

韓明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80-3 (PDF) 普遍級  

狀元養成記: 歷代天才的金榜題名/

韓明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81-0 (EPUB) 普遍級  

狗麻吉的科學: 汪星人狂汪大小事/

史帝芬.蓋茲(Stefan Gates)著; 林柏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71-4 (PDF) 普遍級  

狗麻吉的科學: 汪星人狂汪大小事/

史帝芬.蓋茲(Stefan Gates)著; 林柏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72-1 (EPUB) 普遍級  

知識的時代: 宋代人如何研究磁鐵、

中藥、物理學,「考古」到戰國時代?

最偉大的古代科學家沈括,與中國科

普經典<<夢溪筆談>>/沈括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08-6-5 

(EPUB) 普遍級  

社畜的理財計畫: 日本財務規畫專家

教你如何四十歲前存到 3000 萬！/橫

山光昭, 伊豫部紀子著; 黃瓊仙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4-97-1 

(PDF) 普遍級  

空氣常識書= A common book of air/李

家瑩總編輯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媒

傳設計系所, 11103 .-- 36 面; 15 公分 .-

- ISBN 978-957-629-423-5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花與逢: 山岸逢花寫真集/鈴木ゴー

タ攝影 .-- 臺北市 : 更生文化設計, 

11104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6441-8-0 (平裝) 限制級  

迎戰 108 新課綱: 新制學測英文 5 回

搶分模擬試題: 試題+詳解/賴世雄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676-6-9 (PDF) 普遍級  

迎戰黑暗國度: 穿戴真理軍裝,向邪

惡勢力發出反擊/葉光明(Derek Prince)

著; 柯美玲譯 .-- 一版 .-- 臺北市 : 以

琳,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6-15-7 (PDF) 普遍級  

近五年英文學測/指考試題詳解(詳

解本). 111 年版/賴世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76-7-6 (PDF) 

普遍級  

金賽性學報告. 女性性行為篇/阿爾

弗萊德.查爾斯.金賽著; 葉盈如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47-0 

(EPUB) 普遍級  

金賽性學報告. 男性性行為篇/阿爾

弗萊德.查爾斯.金賽著; 葉盈如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48-7 

(EPUB) 普遍級  

金屬粉床雷射光增材製造技術/魏青

松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220-2 (PDF) NT$540 普遍級  

*金屬線刺繡設計應用創作養成建構

術: 成為設計師必備的技術活用到設

計規劃應用力/黃丹怡著 .-- 第一版 .-

- 臺北市 :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

會, 11103 .-- 28 面; 22X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55-7-8 ( 平 裝 ) 

NT$1200 普遍級  

長征的路途: 中共建黨百年/中央通

訊社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央通訊

社,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765-2-7 (PDF) NT$320 普遍級  

長夏之詩/陳志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36-0 (EPUB) 

NT$320 普遍級  

長夏之詩/陳志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37-7 (PDF) NT$320

普遍級  

長照服務各國人才培育: 文化、知識、

學習/周傳久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

流,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32-656-0 (PDF) 普遍級  

長葉茅膏菜在哪裡?/何禮茗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荒野保護協會 , 

11103 .-- 3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

986-87941-8-4 (平裝) 普遍級  

長線思維: 杜克商學院教授教你,如

何在短視的世界成為長遠思考者/朵

利.克拉克(Dorie Clark)作; 張毓如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5-674-5 

(EPUB) 普遍級  

阿瓦羅的大師水彩課/阿瓦羅.卡斯塔

涅著; 陳琇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02-47-3 (PDF) 普遍級  

阿瓦羅的大師水彩課/阿瓦羅.卡斯塔

涅著; 陳琇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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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牌,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02-48-0 (EPUB) 普遍級  

阿育吠陀療法 /維桑特 .賴德(Vasant 

Lad)著; 繆靜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實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5-22-6 (EPUB) NT$406 普

遍級  

阿斯匹靈教你滾出人生的 6 桶金: 讓

錢親近你的正向致富法則/阿斯匹靈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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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748-5-8 (EPUB) 

普遍級  

青藏高原東部的羌族與藏族: 2008 汶

川地震前後的人口流動與文化變遷/

松岡正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

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626-

95679-8-0 (全套:平裝) NT$800 普遍級  

信仰歌聲. Ⅵ= Songs of a believer VI/

李承勳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李承勳, 

10503 .-- 1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76-5 (平裝) 普遍級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大字版本). 

民國一一二年/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

綸編著 .-- 雲林縣 : 信發堂通書館, 

11107 .-- 6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97605-8-4 (平裝) NT$700 普遍級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平本). 民國

一一二年/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編

著 .-- 雲林縣 : 信發堂通書館, 11104 .-

- 44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

97605-9-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信發堂廖淵用通書便覽(特大本). 民

國一一二年/廖淵用, 廖茂志, 章家綸

編著  .-- 雲林縣  : 信發堂通書館 , 

11104 .-- 6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

626-95963-0-0 (平裝) NT$670 普遍級  

俄羅斯美食史: 包心菜和魚子醬/艾

利森 K.史密斯(Alison K. Smith)作; 杜

蘊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75-4-5 (EPUB) NT$500 普遍級  

俄羅斯美食史: 包心菜和魚子醬/艾

利森 K.史密斯(Alison K. Smith)作; 杜

蘊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培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75-5-2 (PDF) NT$500 普遍級  

品味大師的簡單生活藝術指南: <<閒

情偶寄>>-看中國戲劇理論始祖李漁,

如何談戲劇、設計園林,把生活過出

自己的風流/李漁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8-8-9 (EPUB) 普遍

級  

哈雷: 世界重機聖經: 品牌故事 X 經

典車款,超過 570 張精美圖片,一窺最

受歡迎重機品牌的百年革命進化/麥

克.戴爾米德(Mac McDiarmid)作; 楊景

丞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墨 刻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89-703-4 (EPUB) 普遍級  

哈囉,生活: 捲起千堆雪/草川(張浩然)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44-2 (PDF) 普遍級  

契約與歷史: 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番

地權/李文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大出版中心 , 11105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50-582-2 (PDF) NT$520

普遍級  

契約與歷史: 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番

地權/李文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大出版中心 , 11105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350-583-9 (EPUB) 

NT$520 普遍級  

孩子,我們來談錢: 從 7 歲開始給他零

用 錢 , 不 如教 他 變 有錢 /米安 .薩米

(Mian Sami)作; 洪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今周刊,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49-3 (PDF) 普遍級  

孩子,我該如何對你說: 說清楚而不

爭吵的育兒會話/吳恩瑛著; 張鈺琦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27-304-3 

(EPUB) NT$360 普遍級  

孩 子 不 同 ,需 要 不 同 /查爾士 .包宜

Charles F. Boyd and etc.等合著; 王茂

彩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

道會出版部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863-0-1 (EPUB) 普遍

級  

孩 子 不 同 ,需 要 不 同 /查爾士 .包宜

Charles F. Boyd and etc.等合著; 王茂

彩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

道會出版部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95863-1-8 (PDF) 普遍級  

宣教案例研究: 當宣教遇上信仰與文

化衝突時的抉擇/保羅‧赫伯特(Paul 

G. Hiebert), 法蘭西絲.赫伯特(Frances 

F. Hiebert）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音學院,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355-83-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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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麥 浩 斯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798-3 (EPUB) 普遍級  

室內調香師的香氛美學/陳冠鈞, 出

色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65-38-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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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83-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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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84-3 (EPUB) 普遍級  

建材疑難全解指南 500 Q&A: 終於學

會裝潢建材就要這樣用,住得才安心!

從挑選、用途、價格、設計、施工、

驗收到清潔疑問,全部都有解/漂亮家

居編輯部作 .-- 三版 .-- 臺北市 : 麥浩

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03-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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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86-8 (EPUB) 普遍

級  

後天優生學: 雞蛋不再只是雞蛋: 先

跑先贏先奪標實務操作手冊/蔡政宏

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峰德文化, 

11103 .-- 1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

986-93605-3-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持續成功: 超越關鍵的一點點,就能

獲得資源與好運/蔡壘磊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好人,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62-8-9 (EPUB) 普遍

級  

持續成功: 超越關鍵的一點點,就能

獲得資源與好運/蔡壘磊作 .-- 初版 .-

- 新北市 : 好人,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62-9-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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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思維: 以跨領域產學合作設計為

例 = Story thinking: taking cross-

disciplinary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design as an example/林倩

妏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3 .-- 3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328-127-1 (平裝) 普遍級  

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二 0

二二年: 神在信仰裏的經綸: 綱要附

經文及職事信息摘錄/水流職事站編;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104 .-- 73 面; 28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05-5 (平裝) 普遍級  

春陽金華. 第六期/淨修行炁靜坐學

會著作 .-- 嘉義市 : 淨修行炁靜坐學

會, 11103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0508-5-2 (平裝) 普遍級  

是時候,讓自己踏上浪漫冒險了。/溫

蒂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52-0 (PDF) 普遍級  

是時候,讓自己踏上浪漫冒險了。/溫

蒂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6-753-7 (EPUB) 普遍級  

枯山水庭園之美. 1, 從龍安寺.方丈庭

園談枯山水庭園哲學. 1/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41-9 (EPUB) 普遍級  

枯山水庭園之美. 1, 從龍安寺.方丈庭

園談枯山水庭園哲學. 2/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40-2 (EPUB) 普遍級  

枯山水庭園之美. 2, 從南禪寺七堂伽

藍談禪宗庭園與寺院之美. 1/胡琮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39-6 (EPUB) 普遍級  

枯山水庭園之美. 2, 從南禪寺七堂伽

藍談禪宗庭園與寺院之美. 2/胡琮淨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3-38-9 (EPUB) 普遍級  

洪氏族譜: 太平虎頭山腳的傳奇/洪

瑞彬主編 .-- 臺中市 : 洪瑞通, 11104 .-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

9963-5 (精裝) 普遍級  

流行精選. 2= Popular jazz music 2/張

議中, 廖孟琪, 江忠霖, 林愛真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全音樂譜, 11103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3-

53-4 (平裝) 普遍級  

流浪遠方: 三毛西北行/東籬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79-0 

(EPUB) 普遍級  

為什麼要拋棄我?: 日本「嬰兒信箱」

十年記 /NHK 採訪團隊作 ; 陳令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43-0-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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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56-937-2 (PDF) 普遍級  

看 完 相親 相愛 的「 柴犬使 用 說明

書」: 柴友必備的知識與療癒手冊,

獨家附贈「柴柴終身保固卡」/影山

直美作; 林子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4-3-3 (PDF) NT$350 普遍

級  

看 完 相親 相愛 的「 柴犬使 用 說明

書」: 柴友必備的知識與療癒手冊,

獨家附贈「柴柴終身保固卡」/影山

直美作; 林子涵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一起來,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4-4-0 (EPUB) NT$350 普

遍級  

看穿人性說話心理學/楚映天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4 .-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

820-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科技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暨

論文集. 2021 年 17th/中華大學建築與

都市計畫學系編 .-- 新竹市 : 建都文

化, 11105 .-- 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655-5-5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科學是什麼/張天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2-672-5 (EPUB) 普遍

級  

科學素養練功房: 工程打造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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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30-5 (EPUB) NT$480 普

遍級  

科學素養練功房: 工程打造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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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31-2 (PDF) NT$48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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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532-9 (EPUB)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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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533-6 (PDF) NT$480 普遍級  

秒懂圖解行為經濟學: 從基礎學起,

知道就是賺到 !/阿部誠著 ; 謝敏怡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本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4-10-7 

(EPUB) NT$266 普遍級  

穿梭黑暗大陸: 晚清文人對於非洲探

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顏健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584-6 

(PDF) NT$500 普遍級  

穿梭黑暗大陸: 晚清文人對於非洲探

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顏健富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585-3 

(EPUB) NT$500 普遍級  

突破慣性激瘦飲食: 無痛-20KG!減重

女王 DANO 教你一天改吃一次速瘦

料理,低卡、高纖、高蛋白,7 天養成

易瘦體質/李智秀, 李愛利著; 葛瑞絲

翻譯 .-- 新北市 : 瑞麗美人,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117-3-0 

(EPUB) 普遍級  

紅樓夢後: 清代中期世情小說研究/

胡衍南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737-6 (PDF) 普遍級  

美味手帳: 水彩插畫與鋼筆字的絕佳

組合/阿土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太

雅,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36-422-1 (EPUB) 普遍級  

美 國 口 語 一 週 通 / 施 孝 昌 , Charles 

Krohn 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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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576-6-0 (PDF) 普遍級  

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余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05-0 

(EPUB) 普遍級  

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余杰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06-7 (PDF) 

普遍級  

美麗台灣= Beautiful Taiwan/李承勳

作  .-- 初 版  .-- 桃 園 市  : 李 承 勳 , 

10503 .-- 1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73-4 (平裝) 普遍級  

致富本命 : 隱形富豪教我的 12 堂

「不缺」財商課,學會靠本業起家,用

斜槓投資致富: 這才是你本該擁有的

人生!/陳韋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02-45-9 (PDF) 普遍級  

致富本命 : 隱形富豪教我的 12 堂

「不缺」財商課,學會靠本業起家,用

斜槓投資致富: 這才是你本該擁有的

人生!/陳韋翰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102-46-6 (EPUB) 普遍級  

苦苓開課,原來國文超好玩/苦苓作.

朗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約 3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14-8 ( 線 上 有 聲 書 (WAV)) 

NT$330 .-- ISBN 978-626-335-215-5 (線

上有聲書(MP3)) NT$330 普遍級  

英文表達公式: 套用、替換、零失誤: 

掌握「句型拆解」、「延伸套用」

萬用句型,任何場合都能用英文溝通/

李玄浩作; 張芳綺譯 .-- 新北市 : 國際

學村,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54-212-3 (PDF) 普遍級  

英檢中高級必考 3000 單字/孫敏華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4-82-9 (PDF) 普遍級  

英檢初級必考 2000 單字/孫敏華著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布 可 屋 文 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4-81-2 (PDF) 普遍級  

英檢高級必考 4000 單字/孫敏華著 .-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布 可 屋 文 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44-80-5 (PDF) 普遍級  

計算機概論: 資訊武功祕笈/趙坤茂, 

張雅惠, 黃俊穎, 黃寶萱著 .-- 十七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31-8 (PDF) 

普遍級  

訂製你的無病人生: 30 問掌握預防、

診斷、治療、照護對策/林惠君, 黃

筱珮, 吳佩琪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45-9 (EPUB) 

NT$450 普遍級  

訂製你的無病人生: 30 問掌握預防、

診斷、治療、照護對策/林惠君, 黃

筱珮, 吳佩琪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46-6 (PDF) NT$450

普遍級  

軌道上奔馳的時光/辛金順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23-449-4 

(EPUB) 普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第 7202 次車,新左營站重大鐵

道事故/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運輸安全

調查委員會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7119-09-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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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12-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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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13-3 (PDF) 普遍級  

重機七大疑難實用破解寶典/倪世峰

文字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菁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9675-5-6 (PDF) 普遍級  

音樂家的點子就是比你快兩拍: 文案

撰寫、內容企劃、品牌經營、團隊

管理都受用!從設計思考、商業創新

到戰略擬定,著名音樂製作人與創作

者帶你從無到有,享受腦力激盪的各

種可能/帕諾斯.班奈(Panos A. Panay), 

麥可 .漢萑斯(R. Michael Hendrix)作; 

林凱雄譯; 郭羽漫朗讀 .-- 臺北市 : 積

木文化, 11105 .-- 約 600 分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59-400-9 (線上有聲

書(MP3)) NT$525 普遍級  

風向、風速、溫溼度整合系統開發

(氣象物聯網)/曹永忠, 黃朝恭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54-7 

(PDF) NT$380 普遍級  

飛行的樂趣/愛蜜莉亞.鄂哈特(Amelia 

Earhart)作; 馬英, 陳俐雯譯 .-- 一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7-90-2 

(EPUB) 普遍級  

借名登記契約之實務爭議探討/吳從

周, 張大為, 謝哲勝, 陳聰富, 詹森林, 

蔡晶瑩, 林誠二, 邱玟惠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4 .-- 2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511-709-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哲學和禪境.觀古今中外: 陸潤城油

畫作品集= Luk Yan Shing oil paiting/

陸潤城作 .-- 新竹市 : 藤造美國際文

化, 11103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339-3-2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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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203-5 

(EPUB) 普遍級  

夏季雪/羅伯.哈斯(Robert Hass)著; 陳

柏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46-2 (EPUB) 普遍級  

夏季雪/羅伯.哈斯(Robert Hass)著; 陳

柏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47-9 (PDF) 普遍級  

家的永恆滋味: 食物與愛的美味實踐,

慢食教母給女兒的人生 menu/芬妮.

辛格(Fanny Singer)著; 張馨方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11-8 (EPUB) 

普遍級  

島嶼.臺灣.彰化情: 2022 莊連東彩墨

創作展專輯/莊連東總編輯 .-- 第一

版 .-- 臺中市 : 莊連東,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70-3 (平

裝) 普遍級  



181 

 

島嶼自然/黃星達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博物館, 11104 .-- 30 面; 14

公分 .-- ISBN 978-986-532-574-9 (線裝) 

普遍級  

徐訏文集/徐訏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3 .-- 冊 .-- ISBN 978-986-

445-647-5 (全套:平裝) NT$15000 普遍

級  

恐懼心理學/孟凱著 .-- 初版 .-- 新竹

縣 : 方集,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43-1 (EPUB) NT$300 普

遍級  

料理之道: 從神的規則到人的選擇/

瑞秋.勞丹(Rachel Laudan)作; 馮奕達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二十張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93-0-2 (EPUB) 普遍級  

料理之道: 從神的規則到人的選擇/

瑞秋.勞丹(Rachel Laudan)作; 馮奕達

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二十張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93-2-6 (PDF) 普遍級  

旅程: 林婷婷創作展精選集/林婷婷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巧育文化 , 

11103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986-291-251-5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時空密碼: 揭開相對論奧秘的科學之

旅/高鵬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01-1 (EPUB) 普遍級  

時間的形狀: 相對論史話/汪詰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7-8-0 

(EPUB) 普遍級  

書寫修復練習: 12 個面對人生低潮與

困境的寫作練習,把摔傷的自己重新

拼起/蜜雪兒.皮爾斯(Michelle Pearce)

著; 姚怡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20-1 (EPUB) 普遍級  

書寫修復練習: 12 個面對人生低潮與

困境的寫作練習,把摔傷的自己重新

拼起/蜜雪兒.皮爾斯(Michelle Pearce)

著; 姚怡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21-8 (PDF) 普遍級  

氣質,是你最重要的價值/塞繆爾.斯

邁爾斯著; 靜濤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2-444-9 (EPUB) 普遍級  

泰雅爾語聖經: 現代台灣泰雅爾語譯

本 = SINSMAN KE UTUS KAYAL 

BIRU NA TAYAL= The Tayal Bible: 

today's Taiwan Tayal version/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聖經公會, 11106 .-- 

233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

06697-7-0 (平裝膠面藍) .-- ISBN 978-

986-06697-8-7 (平裝膠面紅) 普遍級  

消化好,活得好: 腸道清 氣色好 少生

病/張曄, 石玉玲主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22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986-491-918-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海洋智慧裝備液壓技術/劉延俊, 薛

剛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31-8 (PDF) NT$600 普遍級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劉依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書泉,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65-2 (PDF) 

普遍級  

浮光掠影: 從坎城影展六十周年鉅獻

看大師眼中的電影、影迷與電影院/

吳珮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547-7 (EPUB) 普遍級  

*烏克蘭史 : 西方的梁山泊 /王承宗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568-9 

(EPUB) 普遍級  

特殊教育教學輔導研究系列/王明泉

編輯 .-- 初版 .-- 臺東縣 : 時岱企業, 

11103 .-- 冊 .-- ISBN 978-986-83121-3-

5 (第 1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

986-83121-4-2 (第 2 冊:平裝) NT$180 .-

- ISBN 978-986-83121-5-9 (第 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986-83121-6-

6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特種機器人技術/郭彤穎, 張輝, 朱林

倉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21-9 (PDF) NT$480 普遍級  

真光小語得勝寶笈/黃明鎮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基督更生團契, 11103 .-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

95700-0-3 (平裝) 普遍級  

真吃對了,病就少了/陳偉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2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919-

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真的想成功 ,你得對自己多點要求 : 

30 則醒腦便利貼,讓你的人生不再草

率了事/李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

的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6-12-0 (EPUB) 普遍級  

破冰: 如何打破談判僵局/高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2-016-7 

(EPUB) 普遍級  

破浪者哲學: 船王趙錫成夫婦的人生

智慧/蕭容慧, 周慧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36-7 (PDF) 

NT$600 普遍級  

破浪者哲學: 船王趙錫成夫婦的人生

智慧/蕭容慧, 周慧玲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37-4 

(EPUB) NT$600 普遍級  

神的方程式: 對萬有理論的追尋/加

來道雄著; 蔡承志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48-3 (EPUB) 普遍

級  

神的方程式: 對萬有理論的追尋/加

來道雄著; 蔡承志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49-0 (PDF) 普遍級  

神射手/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作;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02-5 (PDF) 普遍級  

神射手/保羅.科爾賀(Paulo Coelho)作; 

蕭美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03-2 (EPUB) 普遍級  

神秘消失的夢幻帝國: 亞特蘭提斯/

徐向東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

天出版,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19-1 ( 平 裝 ) 

NT$299 普遍級  

神啊!我要怎麼問你問題?(10 年經典

版)/王崇禮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柿

子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74-6 (EPUB) 普遍級  

*神隊友 神救援: 問神的秘訣 道教的

奇蹟/吳平和, 黃蘭婷作 .-- 初版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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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 : 麗文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0-197-5 (PDF) 普遍級  

神隱與日本人/小松和彥作; 簡白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04-9 

(PDF) 普遍級  

神隱與日本人/小松和彥作; 簡白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05-6 

(EPUB) 普遍級  

祝福你的靈: 以天父的心意與名字來

祝福(隨身版)/希爾薇婭.甘特(Sylvia 

Gunter)著; 傅子萱, 林少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毫無隱藏關係協

會,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7828-8-3 (EPUB) 普遍級  

租小套房還硬要煮/廢物偽煮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696-3 

(EPUB) 普遍級  

租小套房還硬要煮/廢物偽煮婦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697-0 

(PDF) 普遍級  

純真過頭 ,小心變豬頭/公孫龍策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89-822-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紙上律師: 創業有辦法/周念暉作.朗

讀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約

29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

208-7 (線上有聲書(WAV)) NT$320 .-- 

ISBN 978-626-335-209-4 (線上有聲書

(MP3)) NT$320 普遍級  

脈 輪 智 慧 指 引 卡 = Chakra wisdom 

oracle cards/托利.哈特曼(Tori Hartman)

著; 安德魯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生

命潛能文化, 11105 .-- 17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318-5-1 (平裝) 

NT$1380 普遍級  

茶 花女 (慕 夏典 藏夜 光版 )/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著; 鄧海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371-9-8 (PDF) 

普遍級  

茶 花女 (慕 夏典 藏夜 光版 )/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著; 鄧海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米粒,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24-0-1 

(EPUB) 普遍級  

袁 慧 莉 Yuan Hui-Li: a maverick in 

shanshui/袁慧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未來耿畫廊, 11105 .-- 1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346-6-4 (精裝) 

普遍級  

財務部流程規範化管理 /郭東萊編

著 .-- 增訂三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11104 .-- 3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

986-369-107-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財富、戰爭與智慧: 二戰啟示錄/巴

頓 .畢格斯(Barton Biggs)著 ; 洪慧芳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40-4 

(PDF) 普遍級  

財富、戰爭與智慧: 二戰啟示錄/巴

頓 .畢格斯(Barton Biggs)著 ; 洪慧芳

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41-1 

(EPUB) 普遍級  

財富自由的整理鍊金術: 斷捨離變身

金錢魔法,打造心靈 x 空間 x 時間 x

財務自由人生!/整理鍊金術師小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11-2 

(EPUB) 普遍級  

財富豐盛吸引力: 28 個豐盛指引,開

發內心能量,扭轉未來人生/沈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63-0 

(PDF) 普遍級  

財富豐盛吸引力: 28 個豐盛指引,開

發內心能量,扭轉未來人生/沈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64-7 

(EPUB) 普遍級  

財經部落客夏綠蒂的 ETF 商學院教

你用一支股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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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樂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4-95-7 (PDF) 普遍級  

逆天抗命: 香港如何對世界上最大的

獨裁者說不/韋安仕(Stephen Vines)著; 

徐承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85-2-7 (PDF) 普遍級  

逆天抗命: 香港如何對世界上最大的

獨裁者說不/韋安仕(Stephen Vines)著; 

徐承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85-3-4 (EPUB) 普遍級  

追求文明: 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禮儀與

文 明 化 / 基 思 . 托 馬 斯 爵 士 ( Keith 

Thomas)作; 梁永安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田,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22-4 (EPUB) 普遍級  

配色原理與色彩搭配實戰寶典/宋翔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11-0 (EPUB) 普遍級  

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格里高里.克雷

斯(Gregory Claeys)著; 王榮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13-2 (EPUB) 

NT$385 普遍級  

*馬祖印象: 鍾國華攝影作品/鍾國華

Bridge Chung 作 .-- 第一版 .-- 桃園市 : 

網迅雲端, 11103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740-65-7 ( 精 裝 ) 

NT$750 普遍級  

*高山行/程兆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4-04-7 (PDF) NT$220 普遍

級  

*高山族中: 臺灣宜蘭山地之行/程兆

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4-05-4 (PDF) NT$300 普遍級  

高含水萬用麵糰: 一變多的神奇麵團,

做成麵包、比蕯、中式點心、異國

小點都好吃。/內田真美作; 賴惠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26-8 (PDF) 普遍級  

高含水萬用麵糰: 一變多的神奇麵團,

做成麵包、比蕯、中式點心、異國

小點都好吃。/內田真美作; 賴惠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7-27-5 (EPUB) 普遍級  

高效能人士的 30 條效率法則/胡松華

作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博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92-721-0 (EPUB) 普遍級  

高效率的科學 /凱蒂.米爾克曼(Katy 

Milkman)著; 韓絜光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754-3 (EPUB) 

普遍級  

高溫控制系統開發(改造咖啡豆烘烤

機為例)/曹永忠, 郭耀文, 楊志忠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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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燁 文 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53-0 (PDF) NT$320 普遍級  

偽魚販指南/林楷倫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287-4 (EPUB) 普遍

級  

做一個更好的管理者: 達成有效管理

的 56 項基本技能與方法/邁可.阿姆

斯壯 (Michael Armstrong)著 ; 侯嘉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40-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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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80-6 (EPUB) 普遍

級  

動態系統運行安全性分析與技術/柴

毅, 張可, 毛永芳, 魏善碧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13-4 (PDF) 

NT$600 普遍級  

商耕/方耀慶作 .-- 初版 .-- 高雄市 : 方

耀慶, 11103 .-- 25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912-3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商業海報設計手冊/史磊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08-0 (EPUB) 

普遍級  

國中地球科學一點都不難/潮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738-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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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18-5 (PDF) NT$300 普遍

級  

國中數學基本素養. 5, 九年級會考實

力扎根練習/許建銘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55-0 (PDF) 普遍級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進

藥師學習暨訓練計畫 /黃品慈編輯; 

臺大醫院藥師著 .-- 第十四版 .-- 臺北

市 : 臺大醫院藥劑部,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52-80-3 (PDF) 

普遍級  

堅強是你說了一輩子的謊/艾莉文 .-- 

初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4-6-7 

(PDF) 普遍級  

培養孩子未來關鍵實力的「探究型」

遊戲學習法: 自主能力大增!原來學

習這麼好玩 !/岩田拓真著 ; 童小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202-4 (EPUB) 普遍級  

寂寞作為一種迷人的慢性病/趙又萱

(Abby Chao)作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44-1-2 (PDF) 普遍級  

密室/約翰.提歐林作; 宋瑛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13-4 

(EPUB) 普遍級  

*專家都在用的 Google 最強實戰: 表

單、文件、試算、簡報、遠距與線

上會議/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52-7 (PDF) 

NT$450 普遍級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平本. 民國 112 年

/黃學劼編纂 .-- 桃園市 : 崇福堂曆書

館, 11104 .-- 33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294-7-8 (線裝) NT$500 普

遍級  

崇福堂黃學劼通書特大. 民國 112 年

/黃學劼編纂 .-- 桃園市 : 崇福堂曆書

館, 11104 .-- 5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96294-8-5 (線裝) NT$680 普

遍級  

強大心理韌性養成手冊: 18 項練習鍛

鍊堅毅平衡的心理狀態,泰然面對生

活 中 的 所 有 變 化 / 戴 蒙 . 札 哈 里 斯

(Damon Zahariades)著; 許家瑜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097-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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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16-5 

(EPUB) 普遍級  

從偶然到必然: 華為研發投資與管理

實踐/夏忠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12-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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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05-9 

(EPUB) NT$315 普遍級  

從零歲開始. II: 為 5-12 個月寶寶打好

根基/艾蓋瑞(Gary Ezzo), 羅勃.貝南

(Robert Bucknam)合著; 吳凱雯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

版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863-6-3 (PDF) 普遍級  

從零歲開始. II: 為 5-12 個月寶寶打好

根基/艾蓋瑞(Gary Ezzo), 羅勃.貝南

(Robert Bucknam)合著; 吳凱雯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

版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863-7-0 (EPUB) 普遍級  

從零歲開始: 讓寶寶一覺安睡到天明

/艾蓋瑞(Gary Ezzo), 羅勃.貝南(Robert 

Bucknam)合著; 溫嘉珍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63-4-9 (PDF) 普遍級  

從零歲開始: 讓寶寶一覺安睡到天明

/艾蓋瑞(Gary Ezzo), 羅勃.貝南(Robert 

Bucknam)合著; 溫嘉珍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63-5-6 (EPUB) 普遍級  

從說話洞察人心/林萃芬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82-0 (PDF) 

普遍級  

從說話洞察人心/林萃芬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83-7 (EPUB) 

普遍級  

從廚房開始的健康生活: 低醣主義,

粗食正夯,100 道全食物低醣料理美

味提案!/吳佩砡 Nancy Wu, 陳芊穎 

Charlotte Che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24-0 (EPUB) 普遍級  

從鬱金香到比特幣的泡沫狂歡: 大宗

商品市場 400 年投機史/托爾斯登.丹

寧(Torsten Dennin)著; 呂沛憶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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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臺北市 : 大寫,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9689-76-2 (EPUB) 

普遍級  

情緒障礙量表: 指導手冊= Scales for 

assessing emotional disturbance/Michael 

H. Epstein, Douglas Cullinan 編製; 鄭麗

月修訂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 , 

11104 .-- 4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0744-74-3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排排坐,談談靈,說因果。/草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45-9 (PDF) 

普遍級  

教與思/賴昭吟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 11103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8-319-0 (平裝) 普遍級  

教練金律: 成為成功健身教練、體適

能教練的 105 條關鍵原則/布蘭登.李

瑞克(Brendon Rearick)著; 劉玉婷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096-6 

(EPUB) 普遍級  

斜槓人生大未來: 從專業到跨界,全

世界都在學的創業與就業的新觀念/

車姵馠作; KatKUO 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3 .-- 約 38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86-6 (線上

有聲書(MP3)) NT$300 普遍級  

晨興聖言: 神在信仰裏的經綸/財團

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 臺

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音書房, 

11104 .-- 16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

986-166-810-9 (平裝) 普遍級  

晨讀 10 分鐘: 做自己不一定要叛逆/

明星煌, 宮能安, 褚士瑩等作; 羅怡君

選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5-216-1 (EPUB) 普遍級  

梅菲斯特俱樂部/泰絲.格里森作; 楊

惠君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741-521-9 (EPUB) 普遍級  

欲望經濟學: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基

督徒應該懂的事 /丹尼爾 .貝爾二世

(Daniel M. Bell Jr.)作; 鄭淳怡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8-936-5 

(EPUB) 普遍級  

欲辨生涯態,其如宇宙寬: 以陽明心

學為理解視域再探石濤繪畫思想/林

惠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28-2 (PDF) NT$580 普遍級  

清華簡伊尹五篇研究/許文獻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634-3 (PDF) 

NT$1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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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88-1-8 (PDF) 普遍級  

深叩孔孟/黃俊傑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49-2 (PDF) 普遍級  

深叩孔孟/黃俊傑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50-8 (EPUB) 普遍級  

*深夜解憂電台: 聽故事,聽創作,聽生

命: 將文字創作轉化為聲音,給你最

溫柔的陪伴/讀創故事作.主講 .-- 新

北市 : 一刻鯨選, 11103 .-- 約 151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0-59-4 

(線上有聲書(M4A))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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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寶國際,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06-377-1 (PDF) 普遍級  

深 海 的 女 兒 / 雷 克 . 萊 爾 頓 (Rick 

Riordan)著; 王心瑩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遠流,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19-8 (EPUB) 普遍級  

焊接機器人技術/陳茂愛, 任文建, 閆

建新等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19-6 (PDF) NT$540 普遍

級  

現代語境中的國語文教育 /劉怡伶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39-8 (PDF) NT$380 普遍級  

產科護理實習手冊/李淑杏, 陳迺葒, 

王淑芳, 張淑文, 黎小娟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杏,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4-646-7 (PDF) 普遍級  

產婦.新生兒,居家照護全圖解: 新手

父母一次上手育兒百科!日常基礎照

護 X 小兒常見疾病 X 產後常見問題

X 產婦乳腺疏通 X 中醫體質調理,權

威醫師給你最完善解答/台灣母嬰月

子醫學會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創意

市集,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0769-97-5 (EPUB) 普遍級  

異鄉人/卡謬(Albert Camus)作; 邱瑞鑾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607-3 (EPUB) 普遍級  

莎士比亞: 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芬芳

如故,一本書讀懂英國戲劇之父莎士

比亞/大風文創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17-1-8 (EPUB) 

普遍級  

莫拉的雙生/泰絲.格里森著; 陳宗琛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20-2 (EPUB) 普遍級  

被消失的中國史. 3：鳥盡弓藏到赤

壁之戰/白逸琦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78-598-1 (EPUB) NT$280 普遍級  

許信道畫集= Hsu Hsin Tao paintings 

book/ .-- 臺中市 : 許信道, 11105 .-- 3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50-

5 (精裝) 普遍級  

設計好好玩 !Photoshop+Illustrator 基

礎入門/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70-2 (PDF) 普遍級  

設計好好玩 !Photoshop+Illustrator 基

礎入門/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71-9 (EPUB) 普遍級  

*設計色彩/楊弦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2-884-2 (EPUB) 普遍級  

設計師一定要懂的格局破解術: 6 大

屋型平面動線大解析/漂亮家居編輯

部作 .-- 二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02-7 (EPUB) 普遍級  

設計師的服裝色彩搭配手冊/李芳編

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博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03-5 (EPUB) 普遍級  

*設計師的商品包裝色彩搭配手冊 /

齊琦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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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603-05-2 (EPUB) 普遍級  

設計細節收邊聖經: 實景圖對照施工

圖,看懂關鍵做法,創造質感作品/漂

亮家居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06-5 (EPUB) 普遍級  

貧窮貴奶奶的哀聲嘆氣 /蜜莉雪兒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蜜莉雪兒創作

坊,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474-4-0 (EPUB) NT$350 普遍級  

這樣說話很傷人: 關於白目、討人厭

與情緒勒索的毒舌辭典 /王高來作 ; 

張雅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38-4 (PDF) 普遍級  

這樣說話很傷人: 關於白目、討人厭

與情緒勒索的毒舌辭典 /王高來作 ; 

張雅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39-1 (EPUB) 普遍級  

通過孟荀而思: 荀學視域下儒家心理

結構與人格特質的批判性重建/曾暐

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29-9 (PDF) NT$560 普遍級  

造訪國際建築大師創意旅宿: 看見以

「人」為核心的空間設計 /黃宏輝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77-6 (PDF) 普遍級  

造訪國際建築大師創意旅宿: 看見以

「人」為核心的空間設計 /黃宏輝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78-3 (EPUB) 普遍級  

陪你走過青春期: 建立一生良好的親

子關係/艾蓋瑞(Gary Ezzo), 羅勃.貝南

(Robert Bucknam)合著; 劉如菁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

版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863-2-5 (PDF) 普遍級  

陪你走過青春期: 建立一生良好的親

子關係/艾蓋瑞(Gary Ezzo), 羅勃.貝南

(Robert Bucknam)合著; 劉如菁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

版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863-3-2 (EPUB) 普遍級  

陳文驥'21 台北展= CHEN Wenji: '21 

Exhibition in Taipei/誠品畫廊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誠品, 11103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8599-64-2 (精

裝) 普遍級  

陳豐昇歐式麵包全書: 經典不敗基礎

款/陳豐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65-52-5 (EPUB) 普遍級  

頂級食材聖經: 跟著摘星主廚 Jimmy

品 嘗 金 字 塔 頂 端 的 美 味 / 陳 溫 仁

(Jimm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40-7 (EPUB) 普遍級  

頂級食材聖經: 跟著摘星主廚 Jimmy

品 嘗 金 字 塔 頂 端 的 美 味 / 陳 溫 仁

(Jimmy)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41-4 (PDF) 普遍級  

鳥事一堆!超崩潰鳥類觀察筆記/馬特.

克拉赫特(Matt Kracht)作; 吳建龍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03-0 

(EPUB) 普遍級  

鳥類繪畫的第一堂課: 美國自然學家

約翰勞斯賞鳥與畫鳥指南/約翰.繆爾.

勞斯(John Muir Laws)著; 江勻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25-7 (PDF) 

普遍級  

最狂「主力剋星」教你用 140 張圖

學會技術線型賺大波段: 該如何抓到

台積電,從 50 元漲到 680 元的買賣秘

訣?/麻道明作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48-00-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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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33-3873-4 (PDF) 普遍級  

最後家族/村上龍著; 鄭納無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9-731-1 (EPUB) 

普遍級  

最美好、也最殘酷的翻身時代: 畢德

歐夫帶你掌握理財 5 大關鍵/畢德歐

夫著 .-- 臺北市 : 先覺,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4-416-4 (EPUB) 

普遍級  

最高檢察署訴訟組案例選輯/最高檢

察署編輯委員會編輯 .-- 臺北市 : 最

高檢察署, 11103 .-- 462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86-5443-85-6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最強自保手冊: 社會安全網失靈,你

如何自保?美國特種部隊教你辨識身

邊危險人物、安全脫身,保住生命財

產/丹恩.席林(Dan Schilling)著; 李宛

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89-9 (PDF) 普遍級  

最 強 的 自 保 手 冊 / 丹 恩 . 席 林 (Dan 

Schilling)著; 李宛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95-0 (PDF) NT$340

普遍級  

最 強 的 自 保 手 冊 / 丹 恩 . 席 林 (Dan 

Schilling)著; 李宛蓉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96-7 (EPUB) 

NT$340 普遍級  

創新簡史: 打開人類進步的黑匣子/

趙炎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02-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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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1-22-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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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1-23-0 (PDF) 

普遍級  

壺之意志/王俠軍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塊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23-8 (EPUB) 普遍

級  

尋道的人/白雲老禪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05-1-6 (PDF) 

NT$100 普遍級  

悲劇哲學家尼采/陳鼓應著 .-- 五版 .-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06-1 (EPUB) 

普遍級  

普通人的海外求職指南: 不必留學,

也能讓國際工作主動找上你/謝宗廷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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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3-824-8 

(EPUB) 普遍級  

景觀設計手冊/王萍, 董輔川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09-7 

(EPUB) 普遍級  

朝聖者/泰瑞.海斯(Terry Hayes)著; 尤

傳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741-512-7 (EPUB) 普遍級  

植物芬芳的日常異想: 一棵樹的氣味

光景/何欣潔 Poky 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26-2 (PDF) 普遍級  

植物芬芳的日常異想: 一棵樹的氣味

光景/何欣潔 Poky 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27-9 (EPUB) 普遍

級  

植感生活提案: 觀葉植物的室內養成

& 入 門 品 種 推 薦 /Lauren Camilleri, 

Sophia Kaplan 著; 杜蘊慧譯 .-- 初版 .-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5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08-807-2 (EPUB) 普

遍級  

減肥就是好好吃飯/薩巴蒂娜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3 .-- 

19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91-

920-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減脂快瘦雞肉料理: (隨書附)常見食

材和食物營養成分速查手冊!57 道常

備菜、便當菜、省時料理,美味不重

複、不撞菜的減重食譜/岩崎啓子著; 

賴惠鈴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46-55-5 (PDF) 普遍級  

減脂快瘦雞肉料理: (隨書附)常見食

材和食物營養成分速查手冊!57 道常

備菜、便當菜、省時料理,美味不重

複、不撞菜的減重食譜/岩崎啓子著; 

賴惠鈴翻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7046-56-2 (EPUB) 普遍級  

無拘吾述: 真理大學在地文創特色課

程詩歌創作集/錢鴻鈞總策畫; 劉沛

慈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49-7 (PDF) NT$300 普遍級  

無限投資學: 富人變得更富有的理財

祕密,讓你不管市場表現如何都能永

久獲利/托比.馬帝斯(Toby Mathis)著; 

呂佩憶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520-4 (EPUB) 普遍級  

*無罪之日/早見和真作; 陳又華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87-2 (PDF) 普遍級  

猶太人為什麼會那麼有錢/孫朦著 .-- 

第三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2-452-4 

(EPUB) 普遍級  

絕密檔案之怪奇事件錄/大碗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2-662-6 (EPUB) 

普遍級  

絕對合格!新日檢 N2 模擬試題+完全

解析(QR Code 版)/こんどうともこ, 

王愿琦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

際, 11104 .-- 3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60-68-3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絕對成交!業務聖經: 全面剖析銷售

流程,打造最強成交力/大塚壽著; 曾

瀞玉,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99-7 (EPUB) 普遍級  

絲路一帶/吳昀(Winny Wu)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凱特文化創意,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048-6-3 

(EPUB) 普遍級  

給 未 來 總 統 的 物 理 課 / 理 查 . 繆 勒

(Richard A. Muller)著; 蔡承志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15-8 

(EPUB) 普遍級  

給你人和錢, 你會怎麼管: 打造高效

團隊,就要管好人、用好錢/趙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13-4 

(EPUB) 普遍級  

給所有人的居家風格布置課 /何玲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14-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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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99-1 (EPUB) 普遍

級  

給設計系學生的初級日語. Ⅱ（附線

上音檔版）/王敏東, 王文宣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54-49-0 (PDF) 

普遍級  

給總是認為自己不夠好得你: 女人值

得更多掌聲,別讓冒牌者症侯群壞了

妳的人生/伊麗莎白.卡多赫, 安娜.德

蒙塔爾洛著; 黃琪雯,王浩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156-1 (PDF) 

普遍級  

給總是認為自己不夠好得你: 女人值

得更多掌聲,別讓冒牌者症侯群壞了

妳的人生/伊麗莎白.卡多赫, 安娜.德

蒙塔爾洛著; 黃琪雯,王浩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157-8 

(EPUB) 普遍級  

肅禮作毓: 黃慶萱教授九豑壽論文集

/賴貴三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

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41-1 (PDF) 普遍級  

華人室內設計經營智庫 100/張麗寶,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浩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04-1 (EPUB) 普遍級  

華燈初上: 影像創作紀實/百聿數碼

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46-9 (PDF) 普遍級  

華燈初上: 影像創作紀實/百聿數碼

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47-6 (EPUB) 普遍級  

萌翻天!PUIPUI 天竺鼠車車の手作大

冒險/主婦與生活社編著; 方嘉鈴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315-8-5 (EPUB) 普遍級  

菜鳥也能懂的 WordPress 網頁製作: 

學會客製化專屬於自己的網頁/鄭德

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072-6 (PDF) 普遍級  

菜鳥也能懂的 WordPress 網頁製作: 

學會客製化專屬於自己的網頁/鄭德

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3-073-3 (EPUB) 普遍級  



187 

 

*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檢定學術科應檢

寶典: 完整呈現原尺寸等比例完成稿

/技能檢定研究室著 .-- 四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53-4 (PDF) NT$430

普遍級  

*評價準則公報. 第十四號: 非金融負

債之評價/ .-- 臺北市 : 會計研發基金

會, 11103 .-- 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213-6-7 (平裝) NT$60 普遍

級  

詞源: 漫步在英語詞彙之間,追溯環

環 相 扣 的 隱 密 源 流 / 馬 克 . 福 賽 斯

(Mark Forsyth)作; 廖亭雲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家,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59-5 (PDF) 普遍級  

詞源: 漫步在英語詞彙之間,追溯環

環 相 扣 的 隱 密 源 流 / 馬 克 . 福 賽 斯

(Mark Forsyth)作; 廖亭雲譯 .-- 初版 .-

- 新北市 : 大家,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62-60-1 (EPUB) 普遍

級  

越南啟示錄 1945-1975: 美國的夢魘、

亞洲的悲劇 /Max Hastings 著 ; 譚天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07-4 (PDF) 普遍級  

越南啟示錄 1945-1975: 美國的夢魘、

亞洲的悲劇 /Max Hastings 著 ; 譚天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9-08-1 (EPUB) 普遍級  

越痛快花錢,越能把錢留下來: 不想

降低慾望,還想實現未來?你只需要

三個錢包/顏菁羚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21-9 (PDF) 普遍級  

越痛快花錢,越能把錢留下來: 不想

降低慾望,還想實現未來?你只需要

三個錢包/顏菁羚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22-6 (EPUB) 普遍

級  

超人氣韓劇教你的實用韓文表達: 秘

密森林、太陽的後裔、孤單又燦爛

的神-鬼怪/南姞任, 金鎭雄, 宋賢珠, 

安義定, 黃银霞作; 龔苡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9-65-1 

(EPUB) 普遍級  

超人氣韓劇教你的實用韓文表達: 秘

密森林、太陽的後裔、孤單又燦爛

的神-鬼怪/南姞任, 金鎭雄, 宋賢珠, 

安義定, 黃银霞作; 龔苡瑄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66-8 (PDF) 

普遍級  

超人氣雜糧果乾歐式麵包: 烘焙職人

陳豐昇老師的 26 款麵包提案/陳豐昇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41-9 (EPUB) 普遍級  

超神秘的百慕達三角/徐向東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4 .-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

818-4 (平裝) NT$299 普遍級  

超級 CEO 成功哲學課: 史玉柱/趙寶

海 著  .-- 初 版  .-- 新 竹 縣  : 方 集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1-352-3 (EPUB) NT$350 普遍級  

超級 CEO 成功哲學課: 李彥宏/周雲

煒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1-350-9 (EPUB) NT$350 普遍級  

超級 CEO 成功哲學課: 宗慶後/劉偉

編 著  .-- 初 版  .-- 新 竹 縣  : 方 集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1-351-6 (EPUB) NT$320 普遍級  

超級 CEO 哲學課: 馬雲/周雲煒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45-5 (EPUB) 

普遍級  

超級食物青花椰苗: 集解毒、抗癌、

防老化等功效於一體的最強蔬菜/森

光康次郎著; 徐瑜芳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00-0 (EPUB) 普遍

級  

超越天啟: 疫病、全球化、人類世/

廖咸浩主編; 熊秉真, 杜震華, 張登及, 

Woosung Kang, 蔡振興, 張君玫, 廖咸

浩, 黃心雅, 黃建宏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50-586-0 (PDF) 

普遍級  

超圖解 AI 與未來社會: 建立數位時

代的科技素養,強化邏輯力 x 創造力

x 思考力/江間有沙著; 陳識中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181-2 

(EPUB) 普遍級  

超圖解數位行銷/戴國良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45-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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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66-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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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3-067-2 

(EPUB) 普遍級  

超擬真!手作黏土觀葉植物: 34 款人

氣品種,Step by step 捏出風格美葉植

栽/吳鳳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

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08-808-9 (EPUB) 普遍級  

進擊的文案: 從文采到情采,新媒體

商業寫作完全攻略/蘇芯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9-67-5 (EPUB) 

普遍級  

進擊的文案: 從文采到情采,新媒體

商業寫作完全攻略/蘇芯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9-68-2 (PDF) 

普遍級  

開始愛: 走得跌跌撞撞,受過傷的路

上,花都開了/鄭家榆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44-5 (PDF) 普遍級  

開始愛: 走得跌跌撞撞,受過傷的路

上,花都開了/鄭家榆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45-2 (EPUB) 普遍級  

雅思單字聖經/Amanda Chou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倍斯特,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34-6-5 (PDF) 

普遍級  

集客瘋潮!FB+IG 最強雙效社群行銷

術/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3-074-0 (PDF) 普遍級  

集客瘋潮!FB+IG 最強雙效社群行銷

術/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3-075-7 (EPUB) 普遍級  



188 

 

雲端平台. 系統開發基礎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48-6 (PDF) NT$260

普遍級  

雲端平台. 硬體建置基礎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49-3 (PDF) NT$240

普遍級  

黃敬<<易經初學義類>>校釋 ,附:<<

觀潮齋詩集>>/(清)黃景寅原著; 賴貴

三校釋; 簡逸光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31-2 (PDF) NT$860 普遍

級  

黑暗騎士崛起: 蝙蝠俠全史與席捲全

世界的宅文化 /格倫 .威爾登 (GLEN 

WELDON)作; 劉維人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45-2 (EPUB) 普遍

級  

黑暗騎士崛起: 蝙蝠俠全史與席捲全

世界的宅文化 /格倫 .威爾登 (GLEN 

WELDON)作; 劉維人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46-9 (PDF) 普遍級  

黑潮: 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

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

難解對立/金姆.葛塔(Kim Ghattas)著; 

苑默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06-3 (PDF) 普遍級  

黑潮: 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

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

難解對立/金姆.葛塔(Kim Ghattas)著; 

苑默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07-0 (EPUB) 普遍級  

傳奇 席德進= Legend Shiy De Jinn/蔣

勳, 谷浩宇文 .-- 臺北市 : 台灣好基金

會, 11103 .-- 22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7838-2-8 (平裝) 普遍級  

勢: 效力論/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著; 卓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3-2-0 (EPUB) NT$350 普

遍級  

*塞上曲. 下冊/陸魚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175-1 (PDF) 

NT$300 普遍級  

奧丁股票聖典之山川戰法全書/奧丁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18-9 (EPUB) 普遍級  

奧援者們: 刺蔣風雲/吳清桂, 陳婉真, 

張敬業, 張安儂, 張夏翡, 康培德, 廖

建超, 鄭雅怡, 鄭自才著 .-- 初版 .-- 彰

化縣  : 新北市四二四教育基金會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877-1-1 (PDF) 普遍級  

媽媽的每一天: 高木直子的散步日記

/高木直子著; 洪俞君譯 .-- 臺北市 : 

大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79-732-8 (EPUB) 普遍級  

媽媽便當店/蘇菲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創意市集,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9-91-3 (EPUB) 普遍

級  

廉價日本/中藤玲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61-9-7 (EPUB) 普遍

級  

微型臺灣文學史/古遠清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78-635-0 (PDF) 

NT$680 普遍級  

慈 濟 年 鑑 . 2021= Tzu-Chi almanac 

2021/何日生總編輯 .-- 初版 .-- 花蓮

縣 : 佛教慈濟基金會, 11105 .-- 6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759-0-9 (精

裝) 普遍級  

想像「聲辯才博」: 李弘祺談史、論

藝、述學集/李弘祺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16-5 (EPUB) NT$280 普

遍級  

愛上精神醫學圖解版/越野好文, 志

野靖史著; 蔡婷朱譯 .-- 二版 .-- 臺中

市 : 晨星,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13-2 (EPUB) NT$245 普

遍級  

愛犯錯的智慧體/張軍平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17-2 (EPUB) 

普遍級  

愛情的真相: 親密關係心理學/張曉

文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14-1 (EPUB) 普遍級  

新手種花完全指南/陳坤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784-6 

(EPUB) 普遍級  

新手種花完全指南/陳坤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785-3 (PDF) 

普遍級  

新古典金屬吉他奏法解析大全/堀沢

俊樹作; 王瑋琦, 葉山青子翻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典絃音樂文化, 11103 .-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581-

89-2 (平裝) NT$560 普遍級  

新立體解構主義藝術/吳剛毅, 周愛

鈴編著 .-- 基隆市 : 吳剛毅,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966-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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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6-14-1 (EPUB) NT$350 普遍級  

新老殘遊記: 一個法律人的世界遊蹤

之一. 南北美洲、東亞與南亞、中東

篇/楊崇森著 .-- 增訂一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471-347-9 (EPUB) NT$330 普遍級  

新老殘遊記: 一個法律人的世界遊蹤

之二 . 歐洲篇 /楊崇森著 .-- 增訂一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48-6 (EPUB) 

NT$370 普遍級  

新老殘遊記: 一個法律人的世界遊蹤

之三. 中國大陸、澳洲、非洲篇/楊

崇森著 .-- 增訂一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1-349-3 (EPUB) NT$400 普遍級  

新住民故事= The brave ones/陳瑩如

企劃主編 .-- 初版 .-- 臺南市 : 日出南

方工作室, 11104 .-- 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404-1-9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極簡法國史/福井憲彥作; 陳聖怡翻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08-29-1 (EPUB) 普遍級  

溝通分析心理學經典. 2, 人生腳本: 

你打算如何度過一生?徹底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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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際溝通心理學/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著; 周司麗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487-85-5 (PDF) 普遍級  

溝通分析心理學經典. 2, 人生腳本: 

你打算如何度過一生?徹底改變命運

的人際溝通心理學/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著; 周司麗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樹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487-86-2 (EPUB) 普遍

級  

*溝通分析心理學經典: 人間遊戲+人

生腳本/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著; 劉

玎, 周司麗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樹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957-

0487-87-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溝通分析心理學經典: 人間遊戲+人

生腳本/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著; 劉

玎, 周司麗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樹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487-88-6 (PDF) 普遍級  

溝通分析心理學經典: 人間遊戲+人

生腳本/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著; 劉

玎, 周司麗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樹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487-89-3 (EPUB) 普遍級  

溫溼度裝置與行動應用開發. 智慧家

居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56-1 

(PDF) NT$300 普遍級  

溫蒂姐的愛情數字密碼: 108 種愛情

觀點,你是哪一種?9 生命靈數 X12 星

座,透視專屬特質,看清愛情中的自己

/溫蒂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34-1 (EPUB) 普遍級  

照顧服務員訓練指引/胡月娟, 蔡欣

晏, 吳宏蘭, 程紋貞, 李碧玉, 趙慧珍, 

游秋燕, 蘇以青, 田奇玉, 陳美戎, 鄭

鈞元, 唐士祥, 杜玲, 侯瑞葉, 陳鳳櫻, 

呂淑華, 邱淑玲, 鐘淑英, 洪芸櫻, 林

麗鳳, 嚴毋過, 陳柏安, 李復惠, 許秀

櫻, 吳孟凌, 許惠娟, 陳美珠,姚奮志

作 .-- 七版 .-- 臺北市 : 華杏,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4-649-8 

(PDF) NT$750 普遍級  

當失業成即時動態: 餐飲服務生,政

治幕僚到議員參選人的斜槓之旅/郭

岱軒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26-10-6 (EPUB) 普遍級  

*經典故事教會我們的事 /陳韻琳朗

讀 .-- 臺北市 : 好好聽文創, 11103 .-- 

約 27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293-1-5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經典歲時節慶米食: 跟著職人學做古

早味粄粿,找回懷念的好滋味/徐茂揮, 

古麗麗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46-65-4 (PDF) 普遍級  

經驗陷阱: 檢視經驗的偏誤,找回決

策 的 主 動 權 / 埃 姆 雷 . 索 耶 爾 (Emre 

Soyer), 羅賓.霍格思(Robin M. Hogarth)

著; 張馨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 , 11105 .-- 面 ; 公分  .-- 

ISBN 978-986-0767-92-6 (EPUB) 普遍

級  

聖人養成記: 歷代賢才的超凡脫俗/

韓明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82-7 (EPUB) 普遍級  

聖人養成記: 歷代賢才的超凡脫俗/

韓明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283-4 (PDF) 普遍級  

腦排毒飲食法: 腦科醫生推薦的 7 天

實踐食譜,幫你驅除腦霧,防健忘、抗

失智,喚醒大腦防禦力/白澤卓二, 小

田真規子作; 高秋雅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397-9 (PDF) 普遍級  

落地扎根,綻放芳華: 天主教靈醫會

來台七十週年啟示實錄/靈醫會之光

編輯部編著, 郭約瑟主筆 .--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90-5-1 (EPUB) 普遍

級  

葛飾北齋の浮世繪設計力/戶田吉彥

著; 李佳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

點,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4-13-7 (EPUB) 普遍級  

裝飾藝術/袁媛, 崔建成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10-3 (EPUB) 

普遍級  

解痛聖經: 所有疼痛都能救!/梁恆彰, 

楊翠蟬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

光,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09-5-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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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23-7 (EPUB)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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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24-4 (PDF) 

NT$500 普遍級  

資訊通訊技術與智慧製造/馬楠, 黃

育偵, 秦曉琦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12-7 (PDF) NT$380

普遍級  

跟阿志哥學 Python/蔡明志編著 .-- 六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01-1 (PDF) 

普遍級  

*跟著古人學做人!跨越時空的處世

智慧: 你的生命困頓,他們也曾有過/

宋怡慧作.主講 .-- 新北市 : 一刻鯨選, 

11103 .-- 約 1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0-58-7 (線上有聲書(M4A)) 

普遍級  

跨越世紀的亞洲觀光: 明治.大正.昭

和,日本旅遊手冊中的世界/小牟田哲

彥著; 陳嫻若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5-3409-2 (EPUB) 普遍級  

路西法效應(暢銷紀念版): 在善惡的

邊緣了解人性/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G. Zimbardo)著; 孫佩妏, 陳雅馨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10-3 (EPUB) 

普遍級  

道歉的力量: 化解遺憾(經典新裝版)/

亞倫.拉扎爾(Aaron Lazare)作; 林凱雄, 

葉織茵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62-5-8 (PDF) 普遍級  

道歉的力量: 化解遺憾(經典新裝版)/

亞倫.拉扎爾(Aaron Lazare)作; 林凱雄, 

葉織茵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好人,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62-6-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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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文明.人們如何觀看?: 世界藝術

史 中 的 人 與 神 / 瑪 莉 . 畢 爾 德 (Mary 

Beard)著; 張毅瑄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73-7 (PDF) NT$450 普遍

級  

遇見文明.人們如何觀看?: 世界藝術

史 中 的 人 與 神 / 瑪 莉 . 畢 爾 德 (Mary 

Beard)著; 張毅瑄譯 .-- 新北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

6274-4 (EPUB) NT$450 普遍級  

遇見文明.文化如何交流?: 世界藝術

史中的全球化/大衛.歐盧索加(David 

Olusoga)著; 張毅瑄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81-2 (PDF) 普遍級  

遇見文明.文化如何交流?: 世界藝術

史中的全球化/大衛.歐盧索加(David 

Olusoga)著; 張毅瑄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聯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282-9 (EPUB) 普遍級  

遇見文明典藏套書: 人們如何觀看?+

文化如何交流?/瑪莉 .畢爾德 (Mary 

Beard), 大衛.歐盧索加(David Olusoga)

作; 張毅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08-6290-4 (EPUB) 普遍級  

電動汽車主動安全駕駛系統/田彥濤, 

廉宇峰, 王曉玉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11-0 (PDF) NT$450

普遍級  

電商美工設計手冊/李芳, 覃海寧編

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博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39-04-2 (EPUB) 普遍級  

零工亂象: 在共享經濟中掙扎與求生

/ 亞 莉 珊 卓 . 拉 弗 奈 爾 (Alexandrea J. 

Ravenelle)著; 戴榕儀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創意市集,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9-93-7 (EPUB) 

NT$315 普遍級  

*零基礎學平面廣告設計/Art Style 數

碼設計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博,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603-30-4 (EPUB) 普遍級  

預兆教科書: 運用 900 個日常「預兆」

揭示未來/鏡龍司作; 歐兆苓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27-7 (PDF) 

普遍級  

預兆教科書: 運用 900 個日常「預兆」

揭示未來/鏡龍司作; 歐兆苓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28-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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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21-1 (EPUB) 普遍級  

像藝術家一樣活用色彩/貝蒂.愛德華

著; 駱香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48-3 (PDF) 普遍級  

像藝術家一樣活用色彩/貝蒂.愛德華

著; 駱香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49-0 (EPUB) 普遍級  

圖形創意設計與應用/安雪梅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2-781-4 

(EPUB) 普遍級  

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 2.0/吳美

美(Mei Mei Wu)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華文創,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50-7 (EPUB) 

NT$1200 普遍級  

*圖案設計手冊 /齊琦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2-789-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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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729-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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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701-7 (PDF) 普遍級  

圖解台灣懷舊雜貨: 中小學生必讀的

台灣老故事/張信昌著 .-- 第一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09-5 (EPUB) 普遍

級  

圖解行政法/王保鍵著 .-- 十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03-1 (PDF) 普遍級  

圖解家庭中醫養生一點通/鄧月娥原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 

11103 .-- 19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

986-491-921-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圖解認知偏誤!避開 99%思考陷阱: 

人類並不理性!打破慣性偏見,建立強

大思維/情報文化研究所著; 許郁文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06-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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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7-702-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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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211-0 (EPUB) 普遍級  

圖像處理並行算法與應用/何川, 胡

昌華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28-8 (PDF) NT$380 普遍級  

圖說簡明潘醫師健康經穴指壓操/潘

隆森編著 .-- 增修九版 .-- 臺中市 : 群

生診所, 11104 .-- 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669-8-2 (精裝附數位

影音光碟) NT$600 普遍級  

*塵三作品集= Chen San collection/陳

慕白主編  .-- 臺北市  : 穎川畫廊 , 

10601 .-- 83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88699-6-7 (精裝) 普遍級  

實現自己的材料庫: Abaqus UMAT 於

計算力學之應用/黃仲偉, 吳泓錡, 張

慰慈, 鄭翊良, 楊文嘉, 游濟華, 陳俊

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0-587-7 (PDF) NT$650 普遍級  

實現自己的材料庫: Abaqus UMAT 於

計算力學之應用/黃仲偉, 吳泓錡, 張

慰慈, 鄭翊良, 楊文嘉, 游濟華, 陳俊

杉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0-590-7 (EPUB) NT$650 普遍級  

*實習神明手冊. 第 3 輯/許添盛主

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 , 

11104 .-- 約 71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07-61-8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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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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32-281-3 (EPUB) 普遍級  

榮 耀 教 會 查 經 集 . 2022/ 林 泰 鐘

(Jonathan Lin)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冠拼音書籍,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610-6-4 (PDF) 普遍級  

漂流的旅人: 聖經視角下的外方人、

移 民 與 難 民 / 阮 文 清 (vănThanh 

Nguyễn)著; 倪淑蘭譯 .-- 臺北市 : 上

智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036-76-7 (EPUB) 普遍級  

漂離的伊甸/泰絲.格里森作; 莊瑩珍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741-519-6 (EPUB) 普遍級  

漢字的故事經典套書(漢字的故事+

另一個世界+古琴)/林西莉著; 李之義, 

許嵐, 熊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貓

頭鷹,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262-549-1 (EPUB) 普遍級  

滌煩子: 羅文玲.茶文化筆記/羅文玲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36-7 (PDF) NT$300 普遍級  

瑪莉蓮亞隆套書: 天真的目擊者+閨

蜜+法式愛情/瑪莉蓮.亞隆作; 劉卉立, 

邱春煌,何修瑜譯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貓頭鷹,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48-4 (EPUB) 普遍級  

監視器的背後是彌勒佛/小令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7-0-4 (PDF) 

普遍級  

監視器的背後是彌勒佛/小令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雙囍出版,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07-1-1 

(EPUB) 普遍級  

種 下 萌 芽 : 王 雄 國 雕 塑 作 品 集 = 

Budding blossoms sowing seeds: album 

of sculptures by Wang Hsiung-Kuo/王雄

國作 .-- 南投縣 : 王雄國雕塑工作室, 

11104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626-95898-0-7 (精裝)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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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522-8 (EPUB) 普遍級  

*管理資訊系統. 2022/朱海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50-3 (PDF) 

NT$450 普遍級  

管理與服務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 2022=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Innovation/2022 管理與服務創新國際

學術研討會編輯委員會編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明新科大服務產業學

院, 11105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378-2-3 (平裝附光碟片) 普

遍級  

精準抉擇: 百位頂尖科學家實證,運

用心理學做出最佳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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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793-8-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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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69-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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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77-4 (PDF) NT$350 普遍

級  

綠色食代/Vorwerk International & Co. 

KmG 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瑞士

福維克, 11104 .-- 25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5930-0-2 (精裝) 普遍

級  

*網頁程式設計 ASP.NET MVC 5.x 範

例 完 美 演 繹 ( 適 用 Visual C# 

2022/2019)/聖殿祭司, 奚江華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4-154-1 (PDF) 

NT$660 普遍級  

網路化分散式系統預測控制/李少遠, 

鄭毅, 薛斌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29-5 (PDF) NT$540 普遍

級  

網路科學中的度量分析與應用/陳增

強, 雷輝, 史永堂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27-1 (PDF) NT$360

普遍級  

*聚合物 3D 列印與 3D 影印技術/楊

衛民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32-5 (EPUB) 普遍級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15/谷玲

玲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

中心,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50-591-4 (PDF) 普遍級  

臺南日式建築紀行: 地靈與現代主義

的幸福同居/渡邊義孝作; 高彩雯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10-4-9 

(PDF) NT$450 普遍級  

臺南日式建築紀行: 地靈與現代主義

的幸福同居/渡邊義孝作; 高彩雯譯 .-

- 初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10-5-6 

(EPUB) NT$450 普遍級  

臺南市美術館典藏目錄 . 2018-2021/

林育淳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南

美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5487-94-2 (PDF) 普遍級  

臺院訓錄(辛丑). 卷三三/至聖先天老

祖, 孚聖, 濟佛, 尚真人等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先天救教道院臺灣總

主院, 11104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943-5-0 (平裝) 普遍級  

*臺灣山地紀行/程兆熊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4-06-1 (PDF) 

NT$300 普遍級  

臺灣文學焦點話題(上、下冊)/古遠

清著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53-4 (PDF) 

普遍級  

臺灣百年文學期刊史/古遠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638-1 (PDF) 

NT$300 普遍級  

臺灣美術史/邱琳婷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34-5 (PDF) 普遍級  

臺灣美術兩百年(上:摩登時代,下:島

嶼呼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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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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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59-1-5 

(PDF) 普遍級  

臺灣美術兩百年(上:摩登時代,下:島

嶼呼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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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59-2-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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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859-3-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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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859-4-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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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639-9-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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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95859-0-8 (EPUB) 普遍級  

*臺灣國際蘭展 . 2022: 蘭展記事= 

Taiwan International Orchid Show: 2022 

TIOS memo/黃禎宏主編 .-- 臺南市 :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11103 .-- 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090-7-

1 (平裝) NT$100 普遍級  

臺灣植物真菌與類真菌病害寶典/黃

振文, 謝廷芳, 黃晉興, 陳啟予, 洪爭

坊, 郭章信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764-2 (PDF) 普遍級  

與其麻木前進,不如勇敢迷失/林子鈞

著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93-9-7 (PDF) 

普遍級  

與星星的交換日記= Starry journal/幾

米 Jimmy Liao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5 .-- 176 面; 20 公分 .-

- ISBN 978-626-7118-29-0 ( 精 裝 ) 

NT$480 普遍級  

與神博弈: 鬥獸的歷史/曹昊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2-028-0 (EPUB) 

普遍級  

與馬偕同遊淡水的綠波蕩漾: 馬偕新

觀/林鴻信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56-935-8 (PDF) 普遍級  

蜜莉雪兒詩集. 三: 邀你一起來朗讀/

蜜莉雪兒 (Milyshelle)作 .插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蜜莉雪兒創作坊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06474-3-3 (EPUB) NT$480 普遍級  

認罪很難,和好更難: 通往愛與恩典

的醫治之路/斯托得(John Stott)著; 迥

路, 未克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

書房,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198-935-8 (EPUB) 普遍級  

認識人性/阿爾弗雷德.阿德勒作; 鄭

球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3 .-- 約 58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91-0 (線上有聲書(MP3)) 

NT$350 普遍級  

認識布袋戲的第一本書: 從尪仔製作

到手玩尪仔說唱故事去/林明德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756-7 (PDF) 

普遍級  

輕鬆玩 Python 程式設計/黃建庭編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8-109-7 (PDF) 普遍級  

遠距工作革命: 哈佛商學院教授教你,

在哪辦公都高效的創新方法/采黛爾.

尼利(Tsedal Neeley)作; 聞翊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51-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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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9-70-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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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9-71-2 (PDF) 

普遍級  

銀座頂級吐司&三明治嚴選食譜: 不

藏私的名店配方,最完整的吐司專書,

在家就能做出開店級美味!/牛尾則明

著; 邱香凝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

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18-253-0 (EPUB) 普遍級  

增肌 x 減脂.科學化飲食全書: 掌握營

養學基礎,打造個人化菜單,有效擺脫

健 身 撞 牆 期 / 麥 克 . 伊 斯 拉 特 (Mike 

Israetel), 梅 麗 莎 . 戴 維 斯 (Melissa 

Davis), 珍.凱斯(Jen Case), 詹姆斯.霍

夫曼(James Hoffmann)著; 王啟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09-6 

(PDF) 普遍級  

增肌 x 減脂.科學化飲食全書: 掌握營

養學基礎,打造個人化菜單,有效擺脫

健 身 撞 牆 期 / 麥 克 . 伊 斯 拉 特 (Mike 

Israetel), 梅 麗 莎 . 戴 維 斯 (Melissa 

Davis), 珍.凱斯(Jen Case), 詹姆斯.霍

夫曼(James Hoffmann)著; 王啟安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10-2 

(EPUB) 普遍級  

增釋玉函枕秘圖訣/金偉著 .-- 初版 .-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5-61-0 (PDF) 

普遍級  

廣州黃埔區方音與漁農諺和鹹水歌

口承民俗的變遷/馮國強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478-637-4 (PDF) 

NT$460 普遍級  

廣告創意設計手冊/史磊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05-9 (EPUB) 

普遍級  

影視劇從業人員自殺防治手冊/李明

濱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台灣自

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7195-37-1 (PDF) 普遍級  

憤怒集/中等常渡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麗文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0-201-9 (PDF) 普遍級  

撲翼飛行機器人系統設計/賀威, 孫

長銀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74-5 (PDF) NT$450 普遍級  

數位絲路: 中國如何用網路控制你的

今天和未來/強納生.希爾曼(Jo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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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illman)作; 李芳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32-2 (EPUB) 

普遍級  

數位絲路: 中國如何用網路控制你的

今天和未來/強納生.希爾曼(Jonathan 

E. Hillman)作; 李芳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33-9 (PDF) 

普遍級  

數學,這樣看才精采: 李國偉的數學

文化講堂/李國偉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53-4 (PDF) 

普遍級  

數學,這樣看才精采: 李國偉的數學

文化講堂/李國偉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54-1 (EPUB) 

普遍級  

標準韓國語正確拼讀: 韓語教師、商

務人士、翻譯人員必備!日常對話、

書信、email、交涉溝通、SNS,不再

拼錯、說錯!/金周㥥作; 蔡佳吟譯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54-213-0 (PDF) 

普遍級  

模範領導實戰手冊套裝版: 從自我領

導開始,掌握五大實務要領、十大承

諾,讓團隊成員願意主動成就非常之

事/James M. Kouzes, Barry Z. Posner 著; 

高子梅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5-107-

9 (全套:平裝) NT$750 普遍級  

*樂齡英文/張哲嘉, 楊曉嵐合編 .-- 初

版 .-- 雲林縣 : 雲林縣新庄社區發展

協會, 11103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90-0-5 (平裝) 普遍級  

歐北#灰日記: 生命縱有摺痕,也要活

出你的高級灰/歐北(蔡亞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37-369-0 (EPUB) 

普遍級  

潤物細無聲: 這些人那些事相遇在大

坡池音樂館/吳毓庭訪談.撰文 .-- 臺

北市 : 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 11103 .-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

87325-4-4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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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26-4 

(EPUB) 普遍級  

線上即戰場!突破時代困境的遠距溝

通術: 內容設計、說話技巧......專業

講師教你發揮實力不受限!/藤咲德朗

著; 李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29-201-7 (EPUB) 普遍級  

蔬食醬料全書: 第一本蔬食醬料專門

書 ,用一湯匙創造魔法料理 /許志滄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65-53-2 (EPUB) 普遍級  

蝴蝶: 想著今天過每一天/克里斯汀.

梅禾費耶(Christian Merveille)文; 伊恩.

德挨伊(Ian De Haes)圖; 謝孟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11-6-3 

(PDF) 普遍級  

複合材料雷射增材製造技術及應用/

李嘉寧, 鞏水利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09-7 (PDF) NT$600

普遍級  

複雜系統彈性建模與評估 /李瑞瑩 , 

杜時佳, 康銳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14-1 (PDF) NT$360 普遍

級  

複雜製造系統的可重構計劃與調度/

喬非, 吳瑩, 馬玉敏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07-3 (PDF) NT$650

普遍級  

賭客信條: 一門源自賭博的科學/孫

惟微著 .-- 第四版 .-- 臺北市 : 海鴿,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392-445-6 (EPUB) 普遍級  

趣味希臘神話/島崎晋著; 張資敏譯 .-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114-9 

(EPUB) NT$245 普遍級  

趣味貓咪繪/吳曉兵編著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64-8 (PDF) 

NT$250 普遍級  

鋰離子電池電極材料/伊廷鋒, 謝穎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23-3 (PDF) NT$76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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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23-5 

(EPUB) 普遍級  

養出零壓力貓咪/吉兒 Jill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73-5 (PDF) 

普遍級  

養出零壓力貓咪/吉兒 Jill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274-2 

(EPUB) 普遍級  

養生功: 讓你健康長壽的祕訣/吳季

華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書 泉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51-267-6 (PDF) 普遍級  

駕馭爵士鼓的 30 種基本打點與活用

/染川良成著; 王瑋琦, 羅天富譯 .-- 二

版 .-- 新北市 : 典絃音樂文化, 11103 .-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

6581-87-8 (平裝) NT$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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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200-4 

(EPUB) 普遍級  

魯迅. Ⅳ: 魯迅雜文全集: <<三閒集

>><<二心集>><<南腔北調集>>/魯迅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61-7-3 (EPUB) NT$5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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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8-0-3 

(EPUB) 普遍級  

魯迅雜文全集: <<華蓋集>><<華蓋

集續編>><<而已集>>/魯迅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08-1-0 

(EPUB) 普遍級  

*儒教思想の研究/伊藤幹彦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致良, 11104 .-- 20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54-47-6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儒道佛陶染的詩文美學詮釋/吳幸姬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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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30-5 (PDF) NT$360 普遍級  

凝視= Gaze on series photography/黃筠

筑, 巨瑋寧總編輯 .-- 新北市 : 黃筠筑, 

11103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57-43-9924-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學科主題漫談. I/李明懿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524-2 (EPUB) 

普遍級  

學校領導: 理念、脈絡與實踐/賴志

峰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元 照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11-704-7 (PDF) 普遍級  

學習物件導向系統開發的六門課/曹

永忠, 許智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195-3 (PDF) 普遍級  

學術演講入門/李明懿, 陳慶萱, 蔡愷

瑜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525-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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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0-87-5 

(EPUB) 普遍級  

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 劉進慶思

想評傳/邱士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588-4 (PDF) NT$640

普遍級  

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 劉進慶思

想評傳/邱士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50-589-1 (EPUB) 

NT$640 普遍級  

擁抱你的內在家庭: 運用 IFS,重新愛

你的內在人格,療癒過去受的傷/留佩

萱著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06-8 

(EPUB) 普遍級  

整合地理資訊技術之物聯網系統開

發, 基礎入門篇/曹永忠, 許智誠, 蔡英

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33-2 (PDF) NT$400 普遍級  

整合風向、風速、溫溼度於環控平

台(氣象物聯網)/曹永忠, 黃朝恭, 謝

宏欽,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251-6 (PDF) 

NT$360 普遍級  

樹的祕密語言: 學會傾聽樹語,潛入

樹 的 神 祕 世 界 = Bäume verstehen: 

was uns Bäume erzählen, wie wir sie 

naturgema ̈ ß pflegen/ 彼 得 . 渥 雷 本

(Peter Wohlleben)著; 陳怡欣譯; 黃瀚

嶢朗讀 .-- 初版 .-- 臺北市 : 地平線文

化, 11103 .-- 約 53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5-0-4 (線上有聲書(MP3)) 

NT$420 普遍級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動態作品

集. 第 21 屆= Shu-Te University fashion 

design 2021/姚孟潔總編輯 .-- 高雄市 : 

樹德科大流設系, 11103 .--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20-3-0 (平裝) 

普遍級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論文集. 第

21 屆= Shu-Te University fashion design 

2021/姚孟潔總編輯 .-- 高雄市 : 樹德

科大流設系, 11103 .-- 13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520-4-7 (平裝) 

普遍級  

機電產品智慧化裝配技術 /陳繼文 , 

楊紅娟, 張進生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30-1 (PDF) NT$500

普遍級  

機器人力觸覺感知技術/梁橋康, 徐

菲, 王耀南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26-4 (PDF) NT$560 普遍

級  

機器人環境感知與控制技術/王耀南, 

梁橋康, 朱江等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06-6 (PDF) NT$450

普遍級  

機器視覺技術/陳兵旗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10-3 (PDF) 

NT$700 普遍級  

糖果奶奶的際遇漫遊/高衡松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63-4 (PDF) 

普遍級  

融合教育照行深障礙潛能現無盡/王

明泉著 .-- 初版 .-- 臺東縣 : 時岱企業, 

11103 .-- 21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

986-83121-2-8 (平裝) NT$180 普遍級  

親手種植採集入菜.香草運用完全指

南: 廚房必備香草自種應用有這本就

夠了!/史托瑞出版社(Storey Publishing)

著; 張家瑞譯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496-73-9 (EPUB) 普遍級  

貓主子.狗麻吉的科學/史帝芬.蓋茲

(Stefan Gates)著; 林柏宏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35-168-4 (全套:平裝) 

NT$760 普遍級  

貓主子的科學: 喵皇賣萌大小事/貓

史帝芬.蓋茲(Stefan Gates)著; 林柏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73-8 (EPUB) 普遍級  

貓主子的科學: 喵皇賣萌大小事/史

帝芬 .蓋茲 (Stefan Gates)著 ; 林柏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74-5 (PDF) 普遍級  

餐桌上的魚百科: 跟著魚汛吃好魚!

從挑選、保存、處理、熟成到料理

的全食材事典/郭宗坤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10-2 (EPUB) 普遍

級  

優雅說,魅力活: 成為優雅女人的關

鍵: 獻給所有女性關於形體、健康、

儀態、魅力的觀念書/范玉玲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23-3 

(EPUB) 普遍級  

懂名錶,是一種素養/篠田哲生作; 黃

怡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20-1 (EPUB) 普遍級  

懂名錶,是一種素養/篠田哲生作; 黃

怡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21-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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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4-38-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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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收納!有小孩也能過的質感生活: 

一目了然的清爽收納,打造安全舒適

的幸福空間/Baby-mo 編輯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5-54-9 

(EPUB) 普遍級  

瞬間吸睛行銷力: 靈活運用 DAD 架

構,做出差異化產品。勾引目標受眾

注意,引導他們採取行動。/麥克.米

卡洛維茲(Mike Michalowicz)著; 陳珮

榆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

9526-6 (EPUB) 普遍級  

禪心圖騰/張安浩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羽漾生活,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5-1-3 (PDF) 普遍級  

聲音經濟: 從語音助理、Podcast 到

智慧音箱,科技巨頭爭相搶進的新市

場 /緒方賢太郎著; 林詠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12-7 (EPUB) 

普遍級  

薇奧菈在草地嬉戲: 拉娜.德芮詩集

(獨家中英對照版)/拉娜.德芮作; 冷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34-6 

(PDF) 普遍級  

薇奧菈在草地嬉戲: 拉娜.德芮詩集

(獨家中英對照版)/拉娜.德芮作; 冷月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735-3 

(EPUB) 普遍級  

謄真集= Transmography/黃至正[作] .-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黃至正, 11105 .-

- 215 面; 33 公分 .-- ISBN 978-957-43-

9969-7 (精裝) NT$3200 普遍級  

還可以活活看/游善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219-3 (PDF) 

NT$300 普遍級  

還可以活活看/游善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220-9 (EPUB) 

NT$300 普遍級  

韓非子. 下/韓非原著; 王先慎集解; 

陳麗桂導讀.題解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714-7 (PDF) NT$600 普遍級  

韓非子. 上/韓非原著; 王先慎集解; 

陳麗桂導讀.題解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626-317-713-0 (PDF) NT$650 普遍級  

禮拜中的話語和音樂: 但以理書/陳

琇玟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56-936-5 (PDF) 普遍級  

翻閱城事: 你不知道的中城小歷史/

高禎臨, 蔡奇璋, 李晏佐, 鍾宛儒, 羅

凱瀚, 張加欣, 林韋錠, 王若楠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872-9-5 

(EPUB) 普遍級  

職場新鮮人教戰手冊: 社會要你學走,

我們讓狂人飛/讓狂人飛著 .-- 臺北

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4-4-3 (PDF) 普遍級  

舊約聖經釋義: 方法、步驟與實例應

用/曾宗盛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橄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

556-933-4 (PDF) 普遍級  

藍芽氣氛燈程式開發. 智慧家庭篇/

曹永忠, 吳佳駿, 許智誠, 蔡英德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3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58-5 

(PDF) NT$380 普遍級  

醫病大和解: 協助醫師、護理師、藥

師、社工師、醫檢師、醫院行政等,

病人和家屬一起學習同理關懷與自

我保護之教育手冊/李訓易, 李詩應, 

周賢章, 張明真, 張綉鳳, 陳永綺, 黃

品欽, 劉郁薇, 劉雅慧, 蔡雅雯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5-33-1 

(EPUB) 普遍級  

醫病大和解: 協助醫師、護理師、藥

師、社工師、醫檢師、醫院行政等,

病人和家屬一起學習同理關懷與自

我保護之教育手冊/李訓易, 李詩應, 

周賢章, 張明真, 張綉鳳, 陳永綺, 黃

品欽, 劉郁薇, 劉雅慧, 蔡雅雯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34-8 (PDF) 

普遍級  

醫院如何於推動健康促進工作時呼

應氣候行動實務手冊/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吳昭軍, 魏璽倫, 賈淑麗, 吳

建遠, 周燕玉, 鍾遠芳, 鄞智鈞作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7-02-4 (PDF) 

普遍級  

醫管新冠肺炎防疫專刊 . 第二刊= 

Special issue on healthcare management 

and COVID-19 prevention/邱亨嘉總編

輯 .-- 臺北市 :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11104 .-- 13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

626-95878-1-0 (平裝) 普遍級  

雙語培力、接軌國際: 「台灣的雙語

教育研討會」綜合建言/郭生玉, 羅

虞村, 蔡崇振, 馮清皇, 許殷宏編撰; 

黃昆輝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黃昆

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11103 .-- 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99036-8-4 (平裝) 

NT$100 普遍級  

鵝池並游-溫文琍、鄭錦章書畫聯展/

溫文琍, 鄭錦章著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瀚宇科藝, 11104 .-- 冊 .-- ISBN 

978-626-95916-2-6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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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9-72-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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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89-73-6 (PDF) 普遍級  

懷舊小日子!我的復古手繡時光: 35

幅雜貨 x 老物件,繡出歲月流轉的生

活印記/盧智譓作; 林季妤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17-2-5 

(EPUB) 普遍級  

懶貓哲學: 貓生的脫力系哲思/原田

mariru 作;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777-9 (PDF) 普遍級  

懶貓哲學: 貓生的脫力系哲思/原田

mariru 作; 胡毓華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楓書坊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778-6 (EPUB) 普遍

級  

攀爬機器人技術/房立金, 魏永樂, 陶

廣宏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2-205-9 (PDF) NT$400 普遍級  

瀕死的慰藉: 臨終關懷師橫跨醫療與

宗教的照護/玉置妙憂著; 洪玉珊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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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版  .-- 臺 北 市  : 橡 樹 林 文 化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39-2-7 (EPUB) 普遍級  

藝術治療圖卡的 100 種應用/江學瀅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13-4 

(EPUB) 普遍級  

蟻神的股市投資學. 技術篇/金政煥, 

金利晏著; 林倫伃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27-0 (EPUB) 普遍

級  

蟻神的股市投資學: 技術篇/金政煥, 

金利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3-26-3 (PDF) 普遍級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 0 二一年. 冬

之卷/釋德[]編撰; 釋德[], 釋德需撰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708-0-5 (EPUB) 普遍級  

關於新竹的創生故事: 新竹縣地方創

生輔導計畫成果專刊/傅元幟, 陳絜

妤, 陳奕涵, 張惠雰編輯 .-- 初版 .-- 新

竹縣 : 竹縣府, 11103 .-- 6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91-14-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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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201-1 (EPUB) 普遍

級  

韻文發音練習本/師德出版部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103 .-- 

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4-

08-7 (平裝) NT$190 普遍級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orie/orie 著 ; 王

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9-168-3 (EPUB) 普遍級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貓與我。: 走

進女高中生與貓貓的萌日常/森倉圓

著; 王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188-1 (EPUB) 普遍級  

躁鬱大學/坂口恭平作; 謝如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5-673-8 (EPUB) 

普遍級  

蘭花賊/蘇珊.歐琳(Susan Orlean)著; 宋

瑛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50-9 (EPUB) 普遍級  

蘭花賊/蘇珊.歐琳(Susan Orlean)著; 宋

瑛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35-151-6 (PDF) 普遍級  

霹靂盛典: 風起雲湧 40 年/黃強華作

者口述; 葉郎文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69-8 (PDF) 普遍級  

霹靂盛典: 風起雲湧 40 年/黃強華作

者口述; 葉郎文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70-4 (EPUB) 普遍級  

歡迎光臨 161 號: 從萬華開始,那些夢

想城鄉的故事/徐敏雄, 謝宜潔, 陳亮

君, 古明韻, 陳秋欣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開學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3-1-3 (EPUB) 

NT$370 普遍級  

歡迎光臨心情聊天室: 給少年的 74

個情緒解方. 校園篇/楊俐容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551-0 (PDF) 普遍級  

歡迎光臨心情聊天室: 給少年的 74

個情緒解方. 校園篇/楊俐容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25-552-7 (EPUB) 普遍級  

讀出歷史的內心戲. 2: 七大面向解剖

千年中國史,從全景觀點重建歷史現

場,破解大時代與變局的關鍵密碼/溫

伯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89-608-0 (EPUB) NT$450 普遍級  

讀書報告寫作指引/林慶彰, 張春銀

著 .-- 再版二刷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478-654-1 (PDF) 普遍級  

戀戀岡山: 走讀阿公店 土地和人的

小故事. II/蔣為志, 張詠斯, 謝武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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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雄市

岡山大專青年協會, 11105 .-- 24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85178-4-4 (平

裝) 普遍級  

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瑞 .達利歐(Ray 

Dalio)著; 陳儀, 鍾玉玨, 顧淑馨, 陳世

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9-38-4 (EPUB) 普遍級  

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瑞 .達利歐(Ray 

Dalio)著; 陳儀, 鍾玉玨, 顧淑馨, 陳世

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

刊,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099-39-1 (PDF) 普遍級  

邏輯對話與其他/殷海光著 .-- 初版 .-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57-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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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12-9 (EPUB) 普遍

級  

讓 micro:bit 飛起來: 以 PBL 問題導向

教學方法進行實務專題製作/陳國益

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凱斯電子科

技, 111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413-3-7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讓別人贏/黃冠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34-6 (PDF) 

普遍級  

讓別人贏/黃冠華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35-3 (EPUB) 

普遍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十三/雪莉.雪莉.阿

南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98145-3-9 (EPUB) 普遍級  

みつめ/姚愛寗作 .-- first edition .-- 臺

北市 : 月球,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 ISBN 978-986-06217-1-6 ( 平 裝 ) 

NT$1200 普遍級  

夯老宅!閱歷史!宜蘭、花蓮、台東

老屋特輯/楊淑雅文字.編輯; 陳家正

攝影 .-- 臺北市 : 藍色設計工作室,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05-0-6 (EPUB) 普遍級  

喵星人啃<<莊子>>/曾暐傑著; 與惠

施吵架、睡覺夢見蝴蝶,都與哲學有

關?!莊子的非正常思考的人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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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08-2-7 (EPUB) 普遍級  

隈研吾  東京論 /隈研吾著 ; 王華懋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21-499-6 (EPUB) 普遍級  

鎌倉時代武士建築風格: 銀閣寺、東

寺談「大佛樣、禪宗樣、書院造」

建築之美. 1/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37-2 (EPUB) 

普遍級  

鎌倉時代武士建築風格: 銀閣寺、東

寺談「大佛樣、禪宗樣、書院造」

建築之美. 2/胡琮淨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36-5 (EPUB) 

普遍級  

觀音妙智: 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講

要/聖嚴法師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法

鼓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98-951-4 (EPUB) 普遍級  

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聖嚴法師口述; 

梁寒衣整理 .-- 三版 .-- 臺北市 : 法鼓

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

957-598-952-1 (EPUB) 普遍級  

我的菩提路. 第七輯/余正偉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96-1-7 (PDF) 

普遍級  

观音心神魔录/弥勒皇佛作 .-- 初版 .-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245-9-4 

(EPUB) NT$285 普遍級  

切開左右腦: 葛詹尼加的腦科學人生

/葛詹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著; 鍾

沛君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262-544-6 (EPUB) 普遍級  

生命的自性內修: 癌不是絕症/趙憲

民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品冠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538-1-5 (EPUB) 普遍級  

久久養生.壯陽.氣功/林東明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品冠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38-0-8 

(EPUB) 普遍級  

多肉植物栽培大全: 品種介紹.四季

管理.Q&A 新手問答/羽兼直行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01-0 

(EPUB) 普遍級  

唐拔博士的狗狗訓練完全指南/唐拔

(Ian Dunbar)著; 聞若婷譯 .-- 第二版 .-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3 .-- 面; 公分 .-

- ISBN 978-986-262-543-9 (EPUB) 普

遍級  

聽狗在說話: 人與狗溝通的藝術/史

丹利.柯倫(Stanley Coren)著; 趙三賢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19-6 

(EPUB) NT$240 普遍級  

兒歌識字穩基礎: 泰姬瑪哈陵篇/李

光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7-04-9 (PDF) NT$300 普遍級  

兒歌識字穩基礎: 泰姬瑪哈陵篇/李

光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27-05-6 (EPUB) NT$300 普遍級  

弄懂 6-12 歲孩子的內心 X 情緒 X 行

為問題 : 心理師給父母的 21 個教養

解答/陳品皓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禾

禾文化工作室,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593-5-1 (EPUB) 普遍

級  

*中國通史. 下/林瑞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76-4 

(EPUB) 普遍級  

*中國通史. 上/林瑞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77-1 

(EPUB) 普遍級  

成吉思汗新傳/李則芬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12-88-0 (PDF) 

NT$650 普遍級  

中國邊疆民族史/劉義棠著 .-- 三版 .-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12-87-3 (PDF) 

NT$1191 普遍級  

菲律賓史: 東西文明交會的島國/陳

鴻瑜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587-0 (EPUB) 普遍級  

印尼史: 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李美

賢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595-5 (EPUB) 普遍級  

費曼: 物理頑童愛打鼓/李寬宏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84-9 

(EPUB) 普遍級  

奧黛麗.赫本: 人間天使/趙映雪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85-6 

(EPUB) 普遍級  

漢初風雲人物/惜秋撰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597-9 (EPUB) 普遍

級  

我這一生/郭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

986-346-367-2 (EPUB) 普遍級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Sir Aurel Stein 著; 

向達譯 .-- 臺五版 .-- 臺北市 : 中華書

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

5512-89-7 (PDF) NT$580 普遍級  

642 件可寫的事/舊金山寫作社(San 

Francisco writers grotto) 著  ; 謝 佩 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7118-19-1 (EPUB) 普遍級  

*詩經正詁/余培林著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 11103 .-- 面 ; 公分  .-- 

ISBN 978-626-307-559-7 (EPUB) 普遍

級  

第六才子書西廂記/王實甫原著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86-3 (EPUB) 

普遍級  

*好逑傳 /名教中人編撰 ; 石昌渝校

注 .-- 初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307-572-6 (EPUB) 普遍級  

*兒女英雄傳/文康撰 .-- 初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573-3 (EPUB) 

普遍級  

巴里之眼/玉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邀月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696-40-2 (EPUB) NT$300 普

遍級  

蔣爸爸把喜歌劇變有趣了!: 魔笛/費

加洛的婚禮/卡門/潘錫鳳, 蔣國男作; 

林詩涵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音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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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

95970-0-0 (EPUB) 普遍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