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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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書 書 目 目 次
地質學........................................... 21

新 書 分 類 目 錄

生物學........................................... 21

總類 ...................... 5

植物學........................................... 22

目錄學；文獻學 ............................ 5

動物學........................................... 22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 5

人類學........................................... 22

國學................................................. 5

應用科學類 ............... 23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 5

總論 ............................................... 23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 5

醫藥 ............................................... 23

普通論叢 ........................................ 5

家政 ............................................... 29

群經................................................. 5

農業 ............................................... 31

哲學類 .................... 5

工程 ............................................... 31

中國哲學 ........................................ 5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 33

西洋哲學 ........................................ 6

應用化學；化工 .......................... 34

心理學 ............................................ 6

製造 ............................................... 34

美學................................................. 9

商業；各種營業 .......................... 34

倫理學 .......................................... 10

商學 ............................................... 35
企業管理 ...................................... 36

宗教類 ................... 10
總論............................................... 10

社會科學類 ............... 38

宗教學 .......................................... 11

總論 ............................................... 38

佛教............................................... 11

統計 ............................................... 38

道教............................................... 13

教育 ............................................... 38

基督教 .......................................... 13

禮俗；民族學 .............................. 43

伊斯蘭教 ...................................... 15

社會學........................................... 44

其他宗教 ...................................... 15

經濟 ............................................... 47

神話............................................... 16

財政；金融；投資 ...................... 49

術數；迷信 .................................. 16

政治 ............................................... 51
法律 ............................................... 53

自然科學類 ............... 17

軍事 ............................................... 54

總論............................................... 17
數學............................................... 17

史地/傳記類 .............. 54

電腦資訊科學 .............................. 18

史地總論 ...................................... 54

天文學 .......................................... 20

中國史........................................... 54

物理............................................... 20

中國斷代史 .................................. 55
3

新 書 書 目 目 次
中國文化史 .................................. 55

西洋文學 ...................................... 80

中國地方志 .................................. 55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洲、大

中國地理類志 .............................. 55

洋洲文學 ...................................... 85

中國遊記 ...................................... 55

藝術類 ................... 85

世界史地 ...................................... 55

總論 ............................................... 85

亞洲史地 ...................................... 56

音樂 ............................................... 87

臺灣史地 ...................................... 57

建築 ............................................... 87

歐洲史地 ...................................... 58

雕塑 ............................................... 88

美洲史地 ...................................... 58

書畫 ............................................... 88

傳記............................................... 58

攝影；電腦藝術 .......................... 90

文物考古 ...................................... 61

工藝美術 ...................................... 91

語言/文學類 .............. 61

技藝 ............................................... 92

語言文字學 .................................. 61

戲劇 ............................................... 92

文學............................................... 67

遊藝；娛樂；休閒 ...................... 93

中國文學 ...................................... 67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

中國文學總集 .............................. 67

政府出版品 .................................. 94

中國文學別集 .............................. 68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 95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各體文

兒童讀物 .................................... 111

學 ................................................... 68

漫畫書......................................... 119

兒童文學 ...................................... 70

小說及雜文 ................................ 136

東方文學 ...................................... 70

其他 ............................................. 156

臺灣文學 ...................................... 74

4

新書分類目錄
總類

公分 .-- ISBN 978-626-7147-06-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024.7

基金會, 11105 .-- 8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9498-86-9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海峽交流基金會 068.33

國學

*大英博物館給世界的藝術課 / 程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
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19-9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大英博物館 2.CST: 蒐藏品
3.CST: 藝術欣賞 069.841

目錄學；文獻學
好書指南 : 少年讀物.兒童讀物. 2021
年 / 張如瑩, 林佳穎, 曾湘惠, 宋南靜,
袁大鈺, 李雯雯, 洪錦惠, 高詠茹, 秦
知寧, 許淑莉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立圖書館, 11104 .-- 230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4-08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青少年讀物 2.CST: 兒童讀物
3.CST: 優良讀物 4.CST: 推薦書目
012.3
一次讀 10 本書的極速閱讀攻略 : 在
資訊爆炸、注意力驟降的 AI 時代,10
倍高效的串聯閱讀法,幫你創造財富、
改變世界、扭轉命運 / 金炳完
(김병완)著 ; 林侑毅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60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
列 ; 87) .-- ISBN 978-986-507-852-2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速讀 2.CST: 讀書法 019.1
小壁虎老師的閱讀課 / 蔡孟耘作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9-25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閱讀指導 2.CST: 讀書法
019.1

圖書資訊學；檔案學
創意閱讀開麥. 110 年 : 公共圖書館
閱讀推廣優良文案 = Library talk / 國
立臺灣圖書館企劃推廣組編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國 立 臺 灣 圖 書 館 ,
11104 .-- 22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06-45-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圖書館推廣服務 2.CST: 閱讀
指導 3.CST: 公共圖書館 4.CST: 臺灣
023.92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年度報告. 2021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annual report /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年報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11105 .-- 73 面; 26

漫畫國學常識關鍵詞 / 鏟史官著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418-2 (平裝) NT$440 普遍級
1.CST: 漢學 2.CST: 通俗作品 030
曾文正公讀書筆記 / (清)王定安彙
編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
公司, 11106 .-- 600 面; 21 公分 .-(Sunny 文庫 ; 235) .-- 木刻珍藏版 .-ISBN 978-626-7134-15-3 ( 平 裝 )
NT$880 普遍級
1.CST: 古籍 2.CST: 讀書 032

普通類書；普通百科全書
漫畫大英百科. 文明文化. 6 : 犯罪偵
查 / Bombom Story 文 ; 崔炳益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168 面; 25 公分 .-- (漫畫
大英百科系列) .-- ISBN 978-957-658832-7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百科全書 2.CST: 兒童讀物
3.CST: 漫畫 049.41

普通會社；博物館學
年輪交錯的黃金歲月 : 飛舞的藍蝶 /
阮虔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256 面; 23 公分 .-- (時報悅讀 ; 40) .-ISBN 978-626-335-313-8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際扶輪社 2.CST: 臺灣
061.51
台 北 市 文 化 基 金 會 年 報 . 2021 =
Taipei Culture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 蔡宗雄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
臺北市文化基金會, 11105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740-5-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068.33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年報. 110 =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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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論叢
天殤 / 曾強作 .-- 臺北市 : 上承文化
有限公司, 11105 .-- 100 面; 30 公分 .- (新三光觀. 系列之ㄧ) .-- ISBN 978626-95573-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跟蛋頭辯論 : 無知、無理與無恥的
社會現象 / 張讚國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62-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2.CST: 時事評論
078
藏逸興聞網 / 楊國顯編著 .-- 高雄市 :
菜根香出版社, 11107 .-- 100 面; 19 公
分 .-- (菜根社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6169-7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言論集 078

群經
會通養新樓學術研究論集. 卷三, 古
代科技編 / 莊雅州著 ; 鄭月梅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700 面; 23 公分 .-- (經
學研究叢書. 戰後臺灣經學叢刊)(著
作集叢書. 會通養新樓學術研究論
集 ; 1603003) .-- ISBN 978-986-478679-4 (平裝) NT$860 普遍級
1.CST: 經學 2.CST: 研究考訂 090

哲學類
中國哲學
帛書的大恆原型易 / 林美惠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復文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 4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31-5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研究考訂 120.8
易經生活化小品. 第三集 / 黃來鎰
著 .-- 第一版 .-- 臺南市 : 黃來鎰,
11105 .-- 381 面; 21 公分 .-- (大學叢
書) .-- ISBN 978-626-01-005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通俗作品 121.1
易經錯了幾千年 : 世界唯一。易經
宇宙觀論卦。88 坤地卦 / 林永昌著 .- [高雄市] : 林永昌, 11104 .-- 23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26-1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
傅佩榮解讀易經 / 傅佩榮, 傅琪媗
作 .-- 三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5 .-- 608 面; 23 公分 .- (世界公民叢書) .-- ISBN 978-986360-191-3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易經 2.CST: 注釋 121.12
儒家文明如何成為最強大的治國工
具 / 馬大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任
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drill ; 18) .-- ISBN 978-62695960-5-8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儒家 2.CST: 思想史 3.CST: 中
國 121.2
孔子與論語 / 錢穆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302-4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周)孔丘 2.CST: 論語 3.CST:
學術思想 121.23
孟學思想史論. 卷三 / 黃俊傑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 11104 .-- 冊 .-- (孟子學研究
叢刊 ; 6) .-- ISBN 978-626-7002-69-8
(全套: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周)孟軻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哲學 121.26
漢學視野下之荀子思想研究論集 /
李哲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出
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338 面; 21 公
分 .-- (文史哲大系 ; 320) .-- ISBN 978986-339-125-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周)荀況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儒學 121.27
魏晉荀學 / 段宜廷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漢學研究

叢書. 文史新視界叢刊 ; 402014) .-ISBN 978-986-478-665-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周)荀況 2.CST: 儒學 3.CST:
學術思想 4.CST: 魏晉南北朝哲學
121.27
內在他者 : 莊子.尼采 / 劉滄龍著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46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304-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周)莊周 2.CST: 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3.CST: 哲學 4.CST: 比較研究
121.33
正是時候讀莊子. 最終回 : 莊子的遊
心、養身、學愛，真自由 / 蔡璧名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416 面; 21 公
分 .-- (美好生活 ; 30) .-- ISBN 978-986398-767-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莊子 2.CST: 研究考訂
121.337
莊子,從心開始. 最終回. 下, 應帝王篇.
順物自然的心內修復之書 / 蔡璧名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416 面; 21 公
分 .-- (美好生活 ; 38) .-- ISBN 978-986398-769-7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莊子 2.CST: 研究考訂
121.337
莊子,從心開始. 最終回. 上, 大宗師篇.
關於自由的人生解答之書 / 蔡璧名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416 面; 21 公
分 .-- (美好生活 ; 37) .-- ISBN 978-986398-768-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莊子 2.CST: 研究考訂
121.337

西洋哲學
德行墮落與不平等的起源 / 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著 ; 苑舉正譯
註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60 面; 21 公
分 .-- (聯經經典) .-- ISBN 978-957-086312-3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盧梭(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 2.CST: 學術思想 3.CST:
西洋哲學 1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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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
揭開自己的謊言 : 那些我們自欺欺
人的方式,以及如何從痛若困境中解
脫 / 喬 恩 . 傅 德 瑞 克 森 (Jon
Frederickson)著 ; 梵妮莎譯 .-- 初版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64-8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心理學 170
風華心現 : 守心人創思錄 / 鍾思嘉,
修慧蘭, 張雅惠, 王以仁, 吳怡君, 賴
嘉凰, 倪履冰, 孫頌賢, 陳莉榛, 季力
康, 王志寰, 黃世琤, 楊建銘, 張幼恬,
張裕隆, 魏晴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心靈拓展
系列 ; D2I9) .-- ISBN 978-957-693-968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理學 2.CST: 文集 170.7
正面思考的假象 : 樂觀偏誤如何讓
我們過得更好,卻又自取滅亡? / 塔莉.
沙羅特(Tali Sharot)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社會心
理 ; 34) .-- ISBN 978-626-7014-55-4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生理心理學 2.CST: 樂觀
172.1
寶寶也是哲學家 : 關於幼兒心智世
界的新發現 / 艾利森.高普尼克
(Alison Gopnik)著 ; 陳筱宛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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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271-4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嬰兒心理學 2.CST: 兒童心理
學 3.CST: 認知心理學 173.19
青少年心理學 / John W. Santrock 著 ;
陳增穎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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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41-485-8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1.CST: 青少年心理 173.2
嘿!中學生,煩惱什麼? / 林玫伶, 許元
樵文 ; 波蘿麵包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6522-6 (平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青少年心理 2.CST: 青春期
173.2
一看就懂!圖解 1 小時讀懂阿德勒心
理學 / 永藤かおる著 ; 邱香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6 .-- 224 面; 21 公
分 .-- (ideaman ; 143) .-- ISBN 978-626318-265-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1937)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精神
分析學 175.7
有一種勇敢,叫做自己 / 亨利.史丹
(Henry T. Stein)編著 ; 王玄如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阿德勒系列 ; AA7) .-- ISBN 978957-693-96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1937) 2.CST: 精神分析學 175.7
解決人生 90%煩惱的阿德勒心理學 :
跳脫負面循環,養成正向思考的習慣
與勇氣! / 小倉廣監修 ; 鄒玟羚, 高詹
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24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阿德勒(Adler, Alfred, 18701937) 2.CST: 學術思想 3.CST: 精神
分析學 175.7
心藥 : 做自己最好的醫生 / 鍾灼輝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0 公
分 .-- (Smile ; 128) .-- ISBN 978-6267118-30-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催眠術 2.CST: 催眠療法
3.CST: 潛意識 175.8
自癒 : 做自己最好的醫生 / 鍾灼輝
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0 公
分 .-- (Smile ; 183) .-- ISBN 978-6267118-46-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催眠術 2.CST: 催眠療法
3.CST: 潛意識 175.8
暗示效應 : 光拚命是沒有用的!心理
暗示之父傳承百年的信心引導 / 愛
彌爾. 庫埃(Émile Coué)著 ; 陳昭如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 (new life ; 24) .-- ISBN 978-986-549679-1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暗示 175.8
早期課 / Jane Roberts 著 ; 梁瑞安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6 .-- 600 面; 21 公分 .-- (賽
斯書 ; 21-) .-- ISBN 978-986-0707-64-9
(第 8 冊:精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心靈學 175.9
你擁有世界上所有的時間 : 用集中
感知力,活出沒有極限的人生 / 麗莎.
布羅德利(Lisa Broderick)作 ; 甘鎮隴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
分 .-- (方智好讀 ; 152) .-- ISBN 978986-175-678-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時間 2.CST: 時間管理
176.233
人生需要來場小革命 / 伊莉莎白.吉
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作 ; 鄭煥昇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7-9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創造力 2.CST: 自信 3.CST: 生
活指導 176.4
不再裝沒事, 我允許自己不開心 / 高
莉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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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1643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176.5
EQ 學園. 第 2 集, 好人氣養成班 : 提
升孩子的情緒力與人際力. 下冊 / 楊
俐容, 張黛眉, 張嘉紋, 黃春偉作 .-- 初
版 .-- 嘉義市 : 耕心文教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91-7-7 (平裝附數位影音
光碟) NT$650 普遍級
1.CST: 情緒管理 2.CST: 人際關係
3.CST: 親職教育 176.52
心境之書 : 糟心不要緊,但別把生活
賠進去 / 蘿倫.馬汀(Lauren Martin)著 ;
駱香潔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路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44-6-8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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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情緒管理 2.CST: 生活指導
3.CST: 自我實現 176.52
就算悲傷,也還是能夠幸福 / 海倫.羅
素(Helen Russell)作 ; 康學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18-0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悲傷 2.CST: 快樂 3.CST: 自我
實現 176.52
悲欣交集的力量 : 讓生命中的哀傷
與各樣求而不得之事,成為創造力與
韌性的來源 / 蘇珊.坎恩(Susan Cain)
著 ; 陳雅婷, 陳佳瑜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77-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悲傷 2.CST: 自我實現
176.52
一學就會的 12 堂紓壓課 : 百萬聽眾
敲碗期待,Podcast 聽點不一樣,完整分
享紓壓解憂 12 招,讓你丟掉煩悶,重
拾喜樂之心,學會一生受用的 5 個療
癒練習 / 黃素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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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25-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抗壓 2.CST: 生活指導
176.54
情緒耗竭 : 停止過度付出、解開壓
力循環 / 艾蜜莉.納高斯基, 艾米莉亞.
納高斯基作 ; 石一久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208 面; 21 公分 .-- (心靈叢書 ; 6) .-ISBN 978-986-5408-90-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壓力 2.CST: 情緒管理 3.CST:
女性 176.54
精神科醫師親授的零壓力終極大全 /
樺澤紫苑作 ; 賴郁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Better ;
29) .-- ISBN 978-957-741-537-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壓力 2.CST: 抗壓 3.CST: 生活
指導 176.54
養生從放鬆開始 : 全球超過百萬人
使用的身心解壓寶典 / 洪啟嵩著 .-三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236 面; 21 公
分 .-- (商周養生館 ; 19) .-- ISBN 978626-318-279-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壓力 2.CST: 抗壓 3.CST: 放鬆
運動 176.54
生氣要在對的時機 : 精神科醫生分
析生氣的類型,控制瞬間怒氣,管理活
用憤怒情緒,學會在適當的時間表達
/ 伊藤拓著 ; 劉珊珊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35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憤怒 2.CST: 情緒管理
176.56
最高選擇法 : 腦科學專家親授,教你
如何直擊問題本質、突破思考盲點、
一秒找出最佳解! / 茂木健一郎著 ;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5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為心理學 2.CST: 決策管理
176.8
愛欲之死 / 韓炳哲著 ; 管中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104 面; 20 公分 .-(walk ; 27) .-- ISBN 978-626-7118-48-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欲望 2.CST: 愛 176.86
沒問題!一切都能稱心如意 : 善用潛
意識,打造夢想人生 / Honami 作 ; 楊
鈺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
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 新 時 代 ; A26) .-- ISBN 978-9865408-91-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潛意識 2.CST: 潛能開發
176.9
厚黑學處世智慧學 / 林郁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3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應用心理學 2.CST: 成功法
177
人間地獄 語言為器 / 京極夏彥著 ; 任
雙秋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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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144 面; 21 公分 .-(Y!Torch ; 20) .-- ISBN 978-626-957758-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語言 177.1

表達力決定你是誰 : 提升表達力,成
為自己期待的樣子 / 林依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9553-2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溝通技巧 2.CST: 說話藝術
177.1

全世界最幸福的工作 / 玄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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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6-34-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成功法 177.2

一流的人如何駕馭自我 : 管理熱情、
引導熱情,激發出我們最好的一面 /
布萊德.史托伯格(Brad Stulberg), 史提
夫.麥格尼斯(Steve Magness)著 ; 謝孟
宗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
版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
行,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9-22-5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177.2

你值得擁有一切你想要的 / 陳勢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18-47-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3.CST: 成功法 177.2

人生必讀的勵志經典 / 李津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人
生 必 讀 經 典 ; 3) .-- ISBN 978-62695720-6-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女人要懂得愛自己 / 林芸芸著 .-- 初
版 .-- [ 新 北 市 ] :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3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生活指導
3.CST: 女性 177.2
不用完美,做個還不錯的人就好 : 韓
國腦科學專家革命性療癒聖經,寫給
每個感到自卑、焦慮、挫折、痛苦
的你! / 許智元著 ; 邱琡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
書 ; 第 717 種)(Upward ; 128) .-- ISBN
978-986-5596-83-5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自我肯定
3.CST: 生活指導 177.2
世界已經回不去了,學會放棄才有轉
機 / 澤圓著 ; 陳聖怡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New brain ;
35) .-- ISBN 978-986-137-370-6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人生哲學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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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機答錄精紀 / 太陽盛德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香港商天圓文化諮詢
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1105 .-272 面; 23 公分 .-- (超級生命密碼叢
書 ; 33) .-- ISBN 978-986-06449-9-9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靈修 177.2
我的一天從 4 點 30 分開始 / 金有真
作 ; 黃菀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
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生涯智庫 ; 203) .-ISBN 978-986-175-676-9 ( 平 裝 )
NT$260 普遍級
1.CST: 時間管理 2.CST: 成功法
177.2
咖啡時間的自我對話 : 5 分鐘改寫潛
意識,實現任何目標 / 克莉絲汀.黑姆
施泰特(Kristen Helmstetter)著 ; 聿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
分 .-- (自信人生 ; 178) .-- ISBN 978986-175-677-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生活指導
177.2
致勝思維 : 頂尖人士追求勝利,成就
卓越的 13 道冠軍法則 / 提姆.葛洛弗
(Tim S. Grover), 莎里.溫克(Shari Wenk)
著 ; 黃佳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300 面; 21 公分 .-- (創新觀點) .-- ISBN
978-957-08-631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從負債 2000 萬到奇蹟罩我每一天 : 8
個吸引好運、財富和人緣的超狂變
身機制,順應宇宙法則,更快心想事成!

/ 小池浩著 ; 林佩瑾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李茲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256 面 ; 20 公 分 .-- ISBN 978-62695291-1-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終於學會接住自己 : 有些傷永遠在,
但你可練習與之共處,31 個真實故事
陪你找回自我價值 / 劉娜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好的文化,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內在小革命 ; 63) .-ISBN 978-626-7026-13-7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自我肯定 2.CST: 生活實現
177.2
習慣成功,與奧里森.馬登對話 : 自我、
抓住機遇、追求卓越,成功學大師的
優秀人才養成術 / 林庭峰, 趙建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5 .-- 314 面; 23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21-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郭婞淳 : 舉重若輕的婞念 / 葉士弘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心理勵志 ; 471) .-- ISBN
978-986-525-564-0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自我實現
3.CST: 自我肯定 177.2
富貴險中求 : 斜槓核心的價值競爭
力 / 陳之凡著 .-- 臺北市 : 誌成文化
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企管銷售 ; 52) .-- ISBN 978-98699302-9-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猶太理財專家不藏私致富祕訣 / 史
威加.貝爾格曼(Zvika Bergman)著 ; 范
曉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47-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理財 3.CST: 財
富 177.2
達標 : 芝大商學院教授親授,意想不
到的激勵課 / 艾雅蕾.費雪巴赫
(Ayelet Fishbach)著 ; 祁怡瑋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380 面; 21 公分 .-- (人文

思潮 ; 156) .-- ISBN 978-986-134-42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動機 3.CST: 行
為科學 177.2
對別人說不出口的話,也不要對自己
說 : 你有多久沒和自己好好說話了?
重新擁抱內在的對話練習 / 鄭宰榮
著 ; 劉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
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256 面; 21 公分 .-- (心視野系列 ; 99) .- ISBN 978-986-507-838-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自我實現 2.CST: 内隱語言
177.2
墨菲定律 / 楊知行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潮社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3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2.CST: 生活指導
177.2
魔鬼藏在細節裡 / 林郁著 .-- 初版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創社,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1-3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權力這場遊戲 : 效率管理、操縱人
心,36 種成功上位的絕妙心法 / 洪俐
芝, 吳利平, 王衛峰編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4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41-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成功法 177.2
拒絕吧,沒什麼好怕! : 不用忍耐,也不
會傷害到別人的「無敵拒絕法」! /
石原加受子著 ; 簡捷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224 面; 21 公分 .-- (平安叢書 ; 第 718
種 )(Upward ; 129) .-- ISBN 978-9865596-8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溝通技巧
3.CST: 生活指導 177.3
為衝突立界線 : 有效溝通,創造改變 /
克 勞 德 (Henry Cloud), 湯 森 德 (John
Townsend)著 ; 黃懿翎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106 .-- 3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93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衝突管理
3.CST: 溝通技巧 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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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就對了 : 一次解開各種生命困
境之謎!為何尋求外援是你最大的力
量 / 安迪.洛帕塔(Andy Lopata)著 ; 王
念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菓子文化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Leben) .-ISBN 978-626-95271-6-8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商務傳播
177.3
衝突歸零 : 穿越高風險人際衝突開
啟 溝 通 之 門 / 傑 森 . 蓋 迪 斯 (Jayson
Gaddis)著 ; 沈志安, 郭鋐濬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知田出版, 福智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0 面; 21 公
分 .-- (Know how ; 1) .-- ISBN 978-62695778-1-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人際關係 2.CST: 人際衝突
3.CST: 衝突管理 177.3
晤談的力量 : 寫給助人者的經典個
案逐字稿實作演示 / 陳恆霖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寫出版社出版 : 大
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400 面; 22 公分 .-- (Catch on!
知道的書 ; HC0105) .-- ISBN 978-9579689-77-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心理諮商 2.CST: 諮商技巧
178.4
用情緒療癒卡喚醒拯救自己的內在
力量 : 投射潛意識,聚焦情緒,重新遇
見自己的 10 道指引 / 陳盈君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左西心創藝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265-2-0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心理治療 2.CST: 心理諮商
178.8
如果不能怪罪你,我要如何原諒你? :
從哭泣、怪罪到原諒,真實療癒你的
內在創傷 / 彼得.沃克(Pete Walker)著 ;
陳思含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23
公分 .-- (健康 smile ; 84) .-- ISBN 978986-5496-80-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創傷後障礙症 2.CST: 心理治
療 178.8

美學
學美之旅 : 用心看見美,生活即詩境 /
于國華撰寫 .-- ㄧ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 200 面; 21 公分 .-- (生活文化 ; 73) .- ISBN 978-626-335-323-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生活美學 180
喜劇媽媽桑幽默表達學 : 克服心理
關卡,不恐懼不糾結,讓內向者誕生勇
氣的魅力指南 / 黃小胖著 .-- 初版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大好
時光 ; 57) .-- ISBN 978-626-7089-91-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幽默 2.CST: 自信 3.CST: 自我
實現 185.8

倫理學
你以為的偶然,都是人生的必然 : 通
透好命的本質,解生活的憂,排人生的
苦 / 千里淳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0
面; 21 公分 .-- (美好生活 ; 29) .-- ISBN
978-986-398-758-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自我實現
191.9
其實,你不是你以為的自己 : 療癒成
長的創傷,還原靈性的美好 / 吳若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15-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人生哲學 2.CST: 修身 191.9
貓哲學 : 貓與生命意義 / 約翰.葛雷
(John Gray)著 ; 陳信宏譯 .-- 初版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200 面; 21 公分 .-- (春山之巔 ; 15) .- ISBN 978-626-95991-3-4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貓 2.CST: 動物行為 3.CST: 人
生哲學 191.9
遺書 / 張唐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蘇
玉芳, 11104 .-- 1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020-9 (平裝) NT$140 普
遍級
1.CST: 生命哲學 191.91
讓你智慧大開之書 : 呻吟語. 內篇 /
呂坤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220) .-- BOD 版 .-ISBN 978-626-7128-09-1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

讓你智慧大開之書 : 呻吟語. 外篇 /
呂坤原著 ;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6 .-- 234 面; 21
公分 .-- (血歷史 ; 221) .-- BOD 版 .-ISBN 978-626-7128-10-7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
老神再在. III, 破繭而出 / 謝明杰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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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90-5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靈學 2.CST: 靈修 192.1
老神再在. IV, 乘風展翼 / 謝明杰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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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81-3 (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心靈學 2.CST: 靈修 192.1
別拿他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 : 同事
好煩、上司好兇,都是我的錯?換個
角度看世界,美好其實就在身邊 / 王
郁陽, 羅烈文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3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45-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修身 2.CST: 生活指導 3.CST:
自我實現 192.1
無論世界怎麼變,過得舒服最重要 :
<<小窗幽記>>--1500 則小句子,陪你
過上好日子 / 陳繼儒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432 面; 23
公分 .-- (風華 ; 19) .-- ISBN 978-62695974-1-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修身 192.1
為什麼愈溝通愈受傷 : 告別情緒崩
壞,擺脫慣性溝通,解開扭曲關係的 51
個對話練習 / 朴宰蓮著 ; 賴姵瑜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628-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人際傳播 2.CST: 溝通技巧
3.CST: 人際關係 192.32
黃金的句子 : 金句的故事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
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6 .-- 255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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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73-5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箴言 2.CST: 佛教修持 3.CST:
心靈感應 192.8
愛因斯坦終極語錄 / 艾莉絲.卡拉普
利斯著 ; 姚若潔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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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448 面; 21 公分 .-- (貓頭鷹書
房 v68) .-- ISBN 978-986-262-552-1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愛因斯坦(Einstein, Albert,
1879-1955)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格言 192.8
新編臺版格諺 / 楊國顯編著 .-- 高雄
市 : 菜根香出版社, 11106 .-- 100 面;
19 公分 .-- (菜根社系列叢書) .-- ISBN
978-986-6169-7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格言 2.CST: 臺語 192.8
窮理查智慧書 / 班傑明.富蘭克林作 ;
王奕偉譯 .-- 一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
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3 公分 .-- (心學堂 ; 16) .-- ISBN 978986-392-456-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格言 192.8
職場倫理 / 經觀榮, 王興芳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826-2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職業倫理 198
職場倫理 : 工作態度與企業倫理 / 黃
坤祥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滄海圖
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021-0-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職業倫理 198

宗教類
總論
宗教自由和東亞新興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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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 蔡至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萬
卷 樓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冊 .-- (哲學研究叢書. 宗教研究叢刊 ;
702012-702013) .-- ISBN 978-986-478681-7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

478-683-1 (全套:平裝) .-- ISBN 978986-478-682-4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新興宗教 2.CST: 宗教自由
3.CST: 文集 209

宗教學
氛圍的感染 : 感官經驗與宗教的邊
界 = Ambience contaminated : sensory
experiences and the frontier of religion /
林瑋嬪, 黃克先, 齊偉先, 楊秀娟, 魏
斌, 蔡怡佳作 ; 林瑋嬪, 黃克先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 11105 .-- 232 面; 21 公分 .-- (人
文社會叢書 ; 15) .-- ISBN 978-986350-600-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宗教社會學 2.CST: 宗教文化
3.CST: 文集 210.1507

佛教
佛陀道品圖解 / 徐敏淑作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中道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300 面; 21 公分 .-- (道悅
傳奇系列 ; 1) .-- ISBN 978-986-992384-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理 2.CST: 佛教修持
220.1
肇論略注 / (明)憨山德清撰述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
庫 ; 236) .-- 木刻珍藏版 .-- ISBN 978626-7134-16-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理 220.1
幸福告別 : 聖嚴法師談生死關懷(大
字版) / 聖嚴法師著 ; 法鼓文化編輯
部選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06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98-957-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死觀 2.CST: 人生觀 3.CST:
佛教教化法 220.113
龍樹與中觀哲學 / 楊惠南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9-332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龍樹(Nayavjuna, 150-250)
2.CST: 佛教哲學 220.125
漢傳佛教的療癒之道 / 梅靜軒著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06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58-3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醫學

220.16

人間佛教的實踐 : 使者的紀錄 / 慧裴
法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457-625-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文集 220.7
步步成佛 : 華嚴入門與十地修行 / 釋
法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59-0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華嚴部 221.2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華嚴) / (唐)罽
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乘定香精舍, 11105 .-- 冊 .-ISBN 978-626-96007-0-0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華嚴部 221.23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蕅益大師版) / 蕅
益智旭[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法藏
文化出版社出版 : 觀音山中華大悲
法藏佛教會發行, 11104 .-- 68 面; 21
公分 .-- (法藏文化系列叢書 ; 28) .-ISBN 978-626-95152-7-1 (平裝) NT$60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4
佛說無量壽經講記 / 徐醒民講 .-- 彰
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11105 .-2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2771-6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4
地藏菩薩本願經白話解釋 .-- 三版 .-臺中市 : 法藏文化出版社, 11105 .-400 面; 21 公分 .-- (法藏文化系列叢
書 ; 9) .-- ISBN 978-626-95152-8-8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方等部 221.36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講記 / 悟顯
法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
香精舍, 11105 .-- 204 面; 19 公分 .-ISBN 978-626-96007-2-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密教部 221.94
現觀莊嚴論疏闡明句義 / 絨敦釋迦
獅子著 ; 堪布洛桑滇增譯 .-- 初版 .-臺北市 : 洛桑滇增, 11105 .-- 5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051-3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大乘釋經論 2.CST: 注釋
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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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學綱要 / 聖嚴法師著 .-- 四版 .-臺北市 : 法鼓文化, 11106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8-956-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 2.CST: 傳戒 224.11
向星雲大師學管理 / 如常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
金會出版 ; 高雄市 : 佛光山佛陀紀念
館發行, 11105 .-- 36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98115-3-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寺院 2.CST: 企業管理
224.21
音譯巴利課誦 / 智行尊者(Bhante U
Nyanacara), 觀 淨 尊 者 (Bhante U
Sopāka)編 ; 瑪欣德尊者(Bhante U
Mahinda)譯 ; 亓麗櫻(J.J. Chi)音譯 .-一版 .-- 臺南市 : 臺灣南傳上座部佛
教學院, 11104 .-- 144 面; 21 公分 .-(巴利三藏譯叢 ; 9) .-- ISBN 978-98696525-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諷誦 224.3
佛光掠影 : 光明之心境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
藏文教基金會, 11106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74-2 (平裝)
NT$260 普遍級
224.517
湖濱別有天 : 閃米密西湖的心領神
會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
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69-8 (平裝) NT$260 普遍級
224.517
法音宣流歌詠集 : 西方的呼喚 / 王星
元編著 .-- 高雄市 : 王星元, 11104 .-2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1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音樂 224.53
蓮 師 在 印 度 / 蓮 花 生 大 士 (Guru
Padmasambhava), 涅 頓 . 秋 林 仁 波 切
(Neten Chokling Rinpoche), 賈恭.帕秋
仁波切(Kyabgön Phakchok Rinpoche)
作 ; 谷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眾
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360 面;
22 公分 .-- (佛法與活法 ; 7) .-- ISBN
978-626-95498-3-2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朝聖 2.CST: 佛教修持 3.CST:
印度 224.9

思路 / 白雲老禪師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 11104 .-- 240
面; 18 公分 .-- (人生系列) .-- ISBN
978-626-95605-2-3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人生哲學
225
超譯佛經 : 佛陀教你鍛鍊心靈自由
的 190 個練習 / 小池龍之介編著 ; 卓
惠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489-637-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佛教說法 2.CST: 佛教修持
225.4
證嚴上人衲履足跡. 二 0 二二年, 春
之卷 / 釋德[]編撰 ; 釋德[], 釋德需撰
述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出版
社, 11105 .-- 800 面; 21 公分 .-- (靜思
法脈叢書. 衲履足跡) .-- ISBN 978626-95708-2-9 (精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佛教教化法 225.42
觀照呼吸 / 大荷法師作 .-- 初版 .-- 南
投縣國姓鄉 : 正行蘭若,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5087-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
瑜伽士的寶劍 : 戒律的法教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
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6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77-3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密宗 2.CST: 戒律 225.71
真佛法語 : 明心見性一乘法的智慧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
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6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68-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佛教教化法
225.75
密教大圓滿 : 蓮華生大士真傳.紅教
無上法的大公開 / 盧勝彥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
文教基金會, 11105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551-65-0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5
蓮生活佛講授大圓滿九次第法 / 盧
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真 佛 般 若 藏 文 教 基 金 會 , 11105 .--

冊 .-- ISBN 978-986-5551-66-7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75
漢傳佛教彌勒信仰研究 / 能持(通智)
法師著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版
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232) .-- ISBN 978-6267134-12-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彌勒菩薩 2.CST: 佛教信仰錄
225.82
皈依者的心聲 : 十方弟子的經歷 / 盧
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6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759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心靈感應
225.85
皈依者的感應 : 微妙的上師顯化感
應事蹟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 人真佛 般若 藏文教 基金會 ,
11106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67-4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心靈感應
225.85
佛法與社會企業 / 釋法藏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僧伽林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通
俗佈教系列 ; G02) .-- ISBN 978-98606669-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企業經營
225.87
別生氣啦! / 小池龍之介著 ; 張嘉芬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
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發行, 11105 .-- 242 面; 21 公分 .-(富能量 ; 36) .-- ISBN 978-626-70467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CST: 生活指導
3.CST: 情緒管理 225.87
怎樣做個佛光人 / 星雲大師著 .-- 二
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144 面; 21 公分 .-- (用世
叢書 ; 7502) .-- ISBN 978-957-457-6272 (平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佛教修持
225.87
徑中徑又徑徵義 / (清)張師誠編纂 ;
(清)徐槐廷徵義 .-- 1 版 .-- 新北市 : 華
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Sunny 文庫 ; 233) .-- ISBN
978-626-7134-13-9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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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淨土宗

226.5

淨土晨音. 第三輯, 修成佛之道 / 華藏
淨宗學會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11105 .-44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883-6-8 (精裝) 普遍級
1.CST: 淨土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55
淨土晨音. 第四輯, 解脫自在的人生
智慧 / 華藏淨宗學會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
會, 11104 .-- 41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883-7-5 (精裝) 普遍級
1.CST: 淨土宗 2.CST: 佛教說法
226.55
打開寶庫的鑰匙 : 事師五十頌講解 /
張喆述著 .-- 臺中市 : 玉皇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3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55-2-6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注釋 3.CST:
佛教修持 226.962
菩提道次第廣論 / 宗喀巴大師著作 ;
法尊法師漢譯 .-- 1 版 .-- 新北市 : 華
夏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676 面; 23
公分 .-- (Sunny 文庫 ; 231) .-- ISBN
978-626-7134-11-5 (平裝) NT$980 普
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注釋 3.CST:
佛教修持 226.962
達賴喇嘛講三主要道 : 宗喀巴大師
的精華教授 / 達賴喇嘛(Dalai Lama)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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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200 面; 21 公分 .-- (善知識) .-- ISBN
978-626-95939-8-9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注釋 3.CST:
佛教說法 226.962
廣論奢摩他章略講 / 宗喀巴大師造
論 ; 見悲青增格西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雪域出版社, 11104 .-- 23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477-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注釋 3.CST:
佛教修持 226.96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 加措仁波切
作 .-- 四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3-621-9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十二緣起略講 / 見悲青增格西作 .-初版 .-- 臺北市 : 雪域出版社, 11104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477-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堪布仁波切送你一朵微笑 : 讓人人
感到滿心溫暖的佛法教導與對話 /
堪 布 竹 清 嘉 措 仁 波 切 (Khenpo
Tsültrim Gyamtso Rinpoche)作 ; 馬爾
巴佛學會編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德謙讓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18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99749-0-5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藏傳佛教 2.CST: 佛教修持
226.965
法王的大傳說 : 另一類的傳說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6 .-- 2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72-8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密宗 2.CST: 輪迴 226.971
法王的大轉世 : 因果的不思議 / 盧勝
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
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6 .-- 25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71-1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密宗 2.CST: 輪迴 226.971
國家、知識、信仰 : <<佛學叢報>>
與清末民初中國佛教的近代轉型 /
倪管嬣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
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00 面;
21 公分 .-- (史地傳記類 ; PC1056)(讀
歷史 ; 149)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76-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佛學叢報 2.CST: 佛教 3.CST:
歷史 4.CST: 中國 228.2
恩師上廣下欽老和尚年譜 / 林覺非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江 嘉 祁 ,
11105 .-- 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084-1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釋廣欽 2.CST: 年譜 3.CST: 佛
教傳記 229.63

道教

道林妙法音 : 道家的真諦 / 盧勝彥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真佛
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6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70-4 (平
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道教 230
佛法無邊.道法玄微 : 三清真經 / 蔡良
安編譯 .-- 第 1 版 .-- 高雄市 : 聖弘企
管顧問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ISBN
978-986-96821-1-4 ( 全 套 : 平 裝 )
NT$2000 普遍級
1.CST: 道藏 231
臺灣武當派「上登刀梯」之訣要 /
蕭道賢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喜文
化有限公司, 11106 .-- 384 面; 26 公
分 .-- (道教系列 ; DAU11101) .-- ISBN
978-626-95202-6-8 (平裝) NT$530 普
遍級
1.CST: 道教儀注 234

基督教
吳姐姐講聖經故事. 6, 聖經中的愛情
/ 吳涵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20 種) .-ISBN 978-957-33-3883-3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聖經故事 2.CST: 通俗作品
241
*聖經故事圖示總覽 / 鄭睦瑛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鄭睦瑛,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05-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聖經故事 241
探索 : 窺天閣主人全集 基督教與我 /
陳宗文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印
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
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320-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聖經研究 2.CST: 基督徒
241.01
創世記與我 / 李徹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天恩出版社出版 : 華府基督生命
堂發行, 11105 .-- 304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77-337-6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創世記 2.CST: 聖經研究
2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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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際新約神學與釋義辭典 / Moisés
Silva 編 ; 沈紡緞, 邱昭文, 陳家勳, 鄔
霈霖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華神出版
社出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冊 .-- ( 工 具 書 系 列 ; 2529)(以利亞計畫翻譯叢書) .-- ISBN
978-986-6355-87-5 (第 1 冊:精裝) .-ISBN 978-986-6355-88-2 (第 2 冊:精
裝) .-- ISBN 978-986-6355-89-9 (第 3 冊:
精裝) .-- ISBN 978-986-6355-90-5 (第 4
冊:精裝) .-- ISBN 978-986-6355-91-2
(第 5 冊:精裝) .-- ISBN 978-986-635592-9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新約 2.CST: 詞典 241.504
活在光中,活在愛中 : 約翰一二三書
信息 / 楊寧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愛文福音
藝術傳播協會, 11106 .-- 154 面; 21 公
分 .-- (30 天禱告手冊) .-- ISBN 978986-06958-8-5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約翰書信 2.CST: 聖經研究
241.793
你也可以讀懂啟示錄 : 啟示錄釋經
講道 = Revelation / 劉志雄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4 .-8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0414-0 (精裝) 普遍級
1.CST: 啟示錄 2.CST: 聖經研究
241.8
文化中的基督教 : 跨文化觀點下的
聖經神學研究 / 查理斯. 克拉夫特
(Charles H. Kraft)著 ; 鄭惟恩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神出版社出版 : 華
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624 面;
23 公分 .-- (宣教系列 ; 22) .-- ISBN
978-986-6355-8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神學 3.CST: 跨
文化研究 242
高舉信心的盾牌 / 恰克.皮爾斯
(Chuck D. Pierce), 羅 柏 特 . 海 得 勒
(Robert Heidler)著 ; 李正宜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
書房,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屬
靈爭戰叢書 ; EF020-1) .-- ISBN 978626-7136-2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信仰 242.42
我 活 著 , 為 要 敬 拜 祢 / 提姆 修 (Tim
Hughes)著 ; 黃得瑋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4 .-- 160 面; 19 公分 .-- (敬拜讚美
叢 書 ; EA022-2) .-- ISBN 978-6267136-2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崇拜 2.CST: 實際神學

244.2

我愛禱告 / 王先緻, 毛黃秀蓮, 吳惠蘭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
教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部, 11105 .-64 面; 16 公分 .-- ISBN 978-957-550854-8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3.CST: 靈
修 244.3
為未生的孩子禱告 / 麥格納夫婦
(Francis and Judith MacNutt)著 ; 林文
英譯 .-- 二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
督教以琳書房, 11104 .-- 224 面; 21 公
分 .-- (禱告叢書 ; EP012-1) .-- ISBN
978-626-7136-2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244.3
新婦的代禱 / 溫格理(Gary Wiens)著 ;
林文英, 劉如菁, 黃美瑟譯 .-- 二版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4 .-- 280 面; 21 公分 .-- (禱告叢
書 ; EP042-1) .-- ISBN 978-626-71362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祈禱 244.3
COACH 教練式指導 : 提升基督徒一
對一生命對談力 / 基斯.韋伯(Keith E.
Webb)作 ; 劉如菁譯 .-- 初版 .-- 高雄
市 :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影響力 ;
1) .-- ISBN 978-626-95408-6-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領袖 3.CST: 領
導理論 244.9
如何戰勝苦難 / 梅根敏敏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腓利門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36-0-6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3.CST: 生
活指導 244.9
至善美境 = The beauth beyond / 韋俊
文, 曾玉敏, 湯麗明合著 ; 曾玉敏畫 .- 臺北市 : 曾玉敏, 11105 .-- 178 面; 23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626-010044-5 (精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信
仰 244.9
風 浪 中的 平靜 / 傑克. 浦飛斯(Jake
Provanve), 凱 斯 . 浦 飛 斯 (Keith
Provanve)著 ; 林雨儂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176 面; 19 公分 .-- (My heart ;

PH006) .-- ISBN 978-986-6202-37-7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 3.CST: 靈
修 244.9
建造生命 : 邁向生命成熟之旅 / 陳明
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使徒出版社
有限公司出版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總會教育委員會發行, 11105 .-- 152 面;
21 公分 .-- (關懷生命系列 ; 3) .-- ISBN
978-626-95072-1-4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信仰治療
3.CST: 生命教育 4.CST: 個案研究
244.92
不自由的自由 = Freedom of an unfree
will / 滕近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道
聲出版社, 11104 .-- 150 面; 21 公分 .- ( 靈 修 系 列 ) .-- ISBN 978-986-40041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靈修 244.93
天路歷程 : 靈修指南 / 呂沛淵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歸正出版社, 11106 .-432 面; 21 公分 .-- (靈修系列) .-- ISBN
978-986-95622-8-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以豐盛為名 : 啟動豐盛生命的 30 個
恩典盼望 / 顧約翰(Johannes Kühhorn)
著 ; 謝宗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27-608-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信
仰 244.93
生命的根基 : 耶穌腳蹤 : 馬太福音 /
林進吉, 葉春幸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幸福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11104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629-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馬太福音 2.CST: 基督徒
3.CST: 靈修 244.93
如何以禱告勝過恐懼 / 史多美.奧瑪
森(Stormie Omartian)著 ; 李琳譯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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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P116) .-- ISBN 978-6267136-1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恐懼 3.CST: 祈
禱 244.93
迎战黑暗国度 / 叶光明(Derek Prince)
著 ; 柯美玲译 .-- 一版 .-- 臺北市 :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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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4 .-- 128
面; 19 公分 .-- (屬靈爭戰叢書 ; EF0342) .-- 正 體 題 名 : 迎 戰 黑 暗 國 度 .-ISBN 978-626-7136-17-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湖中船 : 航向風浪是為了經歷平安 /
派屈克.施文克(Patrick Schwenk), 露
絲.施文克(Ruth Schwenk)著 ; 林雨儂,
道聲編譯小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版社, 11105 .-- 24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00-41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244.93
*會笑的耶穌 : 以嶄新的看法默觀耶
穌 / 費歐里羅.馬斯卡瑞哈思(Fiorello
Mascarenhas)著 ; 徐明慧譯 .-- 初版 .-臺南市 : 聞道出版社, 11104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59-8-9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 2.CST: 靈修 244.93
經歷讚美的能力 / 歐大衛(David O.
Oyedepo)著 ; 張珮幸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教導叢
書 ; ET080-2) .-- ISBN 978-626-71362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祈
禱 244.93
與伯多祿一起祈禱 : 凡人成聖之旅 /
吉姆.威利格(Jim Willig), 塔米.邦迪
(Tammy Bundy)合著 ; 劉麗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事業,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46976-4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彼得(Peter, the Apostle, Saint)
2.CST: 基督徒 3.CST: 靈修 4.CST: 祈
禱 244.93
如 何 捕 捉 文 字 的 蝴 蝶 = Catching
butterflies : how to enhance your writing
through imagery / 莫非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華宣
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當代文學系列 ; 21) .-ISBN 978-957-556-938-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基督徒 2.CST: 靈修 3.CST: 寫
作法 244.95
教練的心 : 基督徒教練的原則、技
能與心志 / 湯尼.史多茲福斯(Tony
Stoltzfus)著 ; 吳欣怡譯 .-- 初版 .-- 基

隆市 : 遇見你有限公司, 11105 .-- 448
面; 23 公分 .-- (領導管理系列) .-ISBN 978-626-96084-0-9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基督徒 2.CST: 教練 3.CST: 領
導理論 244.98
愛火重燃 : 江子翠的婚姻故事 / 張振
華, 范麗娟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行道會江子翠
教會附設改變書房, 11104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846-8-0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基督教 2.CST: 婚姻 3.CST: 家
庭 244.99
講道 Info : 講道簡明手冊 / 劉幸枝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華神出版社出
版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實踐神學系列 ;
92) .-- ISBN 978-986-6355-8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45.1
知己知彼 : 面向穆宣挑戰的辯道護
教 = Apologetics vis-à-vis : Muslim
evangelization / 愛穆主僕(Abdul Hab)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榮益印刷事業
有限公司, 11104 .-- 736 面; 26 公分 .- (教導叢書 ; EZ001) .-- ISBN 978-98606670-5-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CST: 基督徒 3.CST:
伊斯蘭教 245.6
愛 . 釘 根 : PCT 風 采 眺 望 2021 =
Rooting love in Taiwan : a profile of the
PCT in 2021 / 方嵐亭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臺灣教會公報社出版 : 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總會發行, 11104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21-33-1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教牧學 245.6
以大使命為導向的健康教會 / 顏進
德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顏進德,
11105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02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教會 2.CST: 教牧學 247
神與孩童的喜樂之旅 : 蒙特梭利式
主日學的理論與應用 / 蘇菲亞.卡瓦
蕾 緹 (Sofia Cavalletti), 吉 安 娜 . 高 比
(Gianna Gobbi), 席爾瓦娜.蒙塔納羅
(Silvana Montanaro), 派翠西亞.庫爾特
(Patricia Coulter), 瑞 貝 嘉 . 羅 契 費 茲
(Rebekah Rojcewicz)合著 ; 潘菡亭譯 .-

- 初版 .-- 臺北市 : 啟示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256 面; 21 公
分 .-- (TALENT 系列 ; 54) .-- ISBN 978626-95983-1-1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天主教教育 2.CST: 兒童教育
247.711
聖文生.包絡諦 : 行動中的神祕主義
者預示參與式教會的先驅 / 奧思定.
科侖切里(Augustine Kolencherry)作 .-初 版 .-- [ 臺 南 市 ] : 聞 道 出 版 社 ,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59-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包絡諦(Pallotti, Vincenzo,
Saint, 1795-1850) 2.CST: 天主教
3.CST: 傳記 4.CST: 義大利 249.945
一條筆直的道路-陳宗舜神父 : 你不
知道的修道人 : 耶穌會士在臺灣 / 陳
宗舜口述 ; 張瑞雲撰稿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耕莘文教基金會 ,
11104 .-- 415 面; 21 公分 .-- (耶穌會叢
書 ; 12) .-- ISBN 978-986-87816-8-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陳宗舜 2.CST: 天主教傳記
249.9461

伊斯蘭教
漢語語境下的伊斯蘭 / 李雲飛著 .-初版 .-- 臺北市 : 蘭臺出版社, 11106 .- 216 面; 26 公分 .-- (伊斯蘭文化研究
系列 ; 2) .-- ISBN 978-626-95091-5-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伊斯蘭教 2.CST: 宗教文化
3.CST: 漢語 250

其他宗教
白陽弟子必修五科 : 聖訓譯註 / 吳進
雄譯註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光
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128 面; 21 公分 .-- (光慧聖訓叢書 ;
37) .-- ISBN 978-986-5768-99-7 (平裝)
NT$120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清口之真義 / 善德文化編輯部編輯 .- 初版 .-- 南投縣名間鄉 : 善德文化有
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7171-1-3 (第 6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一貫道 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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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明集 / 吳靜宇著 .-- 初版 .-- 桃園市 :
財團法人興毅總壇,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吳靜宇全集. 捌) .-- ISBN
978-986-06251-2-7 (下冊:精裝) 普遍
級
1.CST: 一貫道 271.6
大道廉潔直 = The great integrity in Tao
/ 天音播客傳真著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崇心雜誌社出版 : 社團法人大道
真佛心宗教會發行, 11104 .-- 192 面;
21 公 分 .-- ( 大 道 人 生 系 列 叢 書 ;
HL007) .-- ISBN 978-986-98877-9-3 (平
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拜、請 : 信仰與文化的綻放 / 洪振傑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開學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04 面; 20X21
公分 .-- (社會紀實 ; 3) .-- ISBN 978626-95943-5-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宗教文化
3.CST: 臺灣 271.9
廣澤尊王文化的境内與跨境傳播 /
楊松年, 林緯毅編 .-- 臺北市 : 唐山出
版社出版 : 正港資訊文化專業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2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07-214-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宗教文化
271.9
彌勒心經 / 彌勒皇佛作 ; 得生尊者神
譯 .-- 第 2 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14-7-3 (精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觀音心聖戰行 / 彌勒皇佛作 ; 彌勒開
慧神譯 .-- 第 2 版 .-- 臺北市 : 彌勒皇
教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328 面; 22 公分 .-- (彌勒蓮觀 ; 2) .-ISBN 978-626-96013-4-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71.9
朔風樓民俗綴集 / 黃文博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05 .-- 4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87-96-6 (精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民間信仰 2.CST: 臺灣民俗
3.CST: 文集 271.907
馬祖列島宮廟神明啟示錄 / 陳澤真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7 .-- 336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626-7151-04-4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民間信仰 3.CST:
福建省連江縣 272.097
觀興風采 : 十年大事紀(2011~2020) /
侯明福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財
團法人臺南市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
祀典興濟宮府城觀興文化藝術基金
會, 11104 .-- 2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344-4-2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寺廟 2.CST: 歷史 3.CST: 民間
信仰 4.CST: 宗教文化 5.CST: 臺南市
272.097
透視靈驗.我從拜拜背後發現改變命
運的祕密 : 從仙佛菩薩的立場看求
神拜佛,信而不迷的滿願心法! / 宇色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3 公分 .- (最猛職人 ; 24) .-- ISBN 978-9865496-78-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祠祀 2.CST: 祭禮 3.CST: 民間
信仰 272.92

安 娜 . 勞 爾 . 瓦 盧 西 克 斯 (Anne-Laure
Varoutsikos)插畫 ; 都文譯 .-- 初版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4-16-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84.95
超好懂!希臘羅馬神話讀本 / 崔雪姬
著 ; 韓賢東繪 ; 樊姍姍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658-8303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CST: 羅馬神話
284.95
諸神的星空 : 希臘眾神的愛恨情仇
與星座的起源 / 江逐浪著 .-- 初版 .-臺北市 : 大旗出版社出版 : 大都會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985-2-6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希臘神話 284.95

術數；迷信

靈視拜拜.我從求神背後找到自我實
現的力量 : 奠基生命價值的實修法 /
宇色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3 公
分 .-- (最猛職人 ; 25) .-- ISBN 978-9865496-84-5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祠祀 2.CST: 祭禮 3.CST: 民間
信仰 272.92

中華傳統數術文化. 第十一集 / 中華
宗教生命關懷教育推廣學會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宗教生命關懷
教育推廣學會, 11104 .-- 447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532-4-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術數 2.CST: 文集 290.7

八曲仙人之歌 / 八曲仙人作 ; 鍾七條,
顧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桌文化,
左守創作有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妙高峰上 ; 4) .-- ISBN 978986-06804-9-2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印度教 274

新五行大義詳析 / 袁光明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金星出版社, 11105 .-492 面; 21 公分 .-- (易經.新智慧叢書 ;
5) .-- ISBN 978-986-6441-81-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五行 291.2

你就是覺性 : <<八曲仙人之歌>>講
記 / 三不叟著 ; 智原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紅桌文化, 左守創作有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妙高峰
上 ; 3) .-- ISBN 978-986-06804-8-5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印度教 2.CST: 靈修 274

算 X 命 : 歐洲與臺灣的占卜特展展
覽 專 刊 = Calculating X destiny :
divinatoin in Europe and Taiwan / 朗宓
榭, 烏爾里克路德維希, 祝平一, 張淑
卿專文撰寫 ; 江明珊總編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1104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577-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CST: 文物展示 3.CST:
博物館展覽 292

神話
*每天來點神知識 : 希臘神話人物雜
學圖解百科 : 神知識又增加了!藝術、
電影、廣告及電玩的靈感都來自祂
們 / 奧德.葛米娜(Aude Goeminne)著 ;

占星學中的月亮 / 達比. 卡斯提拉
(Darby Costello)著 ; 陳燕慧, 馮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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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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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Future ; 46) .-- ISBN 978626-318-274-5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占星術 292.22
塔羅凝視 : 學習者的圖像對話之旅 /
潘青林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04-75-5 (平
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魔法獨角獸療癒卡 / 黛安娜. 庫柏
(Diana Copper)著 ; 非語譯 .-- 初版 .-臺北市 :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128 面; 20 公分 .-- (心靈
塔 羅 系 列 ; 66) .-- ISBN 978-62695318-7-5 (平裝) NT$1180 普遍級
1.CST: 占卜 292.96
你的「成就」有多高? / 法雲居士
著 .-- 第 1 版 .-- 臺北市 : 金星出版社,
11105 .-- 4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441-82-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紫微斗數 293.11
陽宅地靈闡微 : 細述住宅地理風水 /
盧勝彥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
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11106 .-2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5176-6 (平裝) NT$260 普遍級
1.CST: 相宅 2.CST: 堪輿 294.1
小法故事多 / 隆.麥羅.杜奎特作 ; 邱
俊銘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8-41-3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杜奎特(DuQuette, Lon Milo,
1948- ) 2.CST: 回憶錄 3.CST: 巫術
295
火 系 魔 法 / 約 瑟 芬 . 溫 特 (Josephine
Winter)著 ; 非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
化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85-25-7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CST: 火 295
藥草與魔法 : 女巫、符咒、飛行軟
膏與西方古老傳說 / 西村佑子著 ; 王
立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45-36-7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巫術 2.CST: 藥用植物 295

原來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1, 說出一
切真相的祂 = The story of Lin Chi / 高
薛琳姬著 ; 賴怡君撰稿 .-- 初版 .-- 彰
化縣田尾鄉 : 高薛琳姬, 11105 .-- 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308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通靈術 296

自然科學類
總論
包立的錯誤,量子時代的革命 : 反覆
驗證、多方討論,自錯誤中不斷進步
的科學 / 盧昌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2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18-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0
不可思議的科學實驗王. 4, 魔幻塔 /
韓雨江, 李宏蕾主編 .-- [新北市] : 啟
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160 面;
23 公分 .-- (小創客 ; 17) .-- ISBN 978626-95934-0-8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漫畫 303.4
用電動積木升級版玩出 80 種有趣的
動力組合 / 小悅讀編著 .-- 新北市 : 悅
讀名品出版有限公司, 11107 .-- 1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5660-0-6 (平
裝) NT$1380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通俗作品
303.4
在家 STEAM,100 個科學實驗 : 讓孩
子自己動手做,玩出資優腦! / 克莉絲
朵.查特頓(Crystal Chatterton)著 ; 吳欣
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7 .-- 256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05139-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通俗作品
303.4
在家 STEAM,40 個物理實驗 : 讓孩子
自己動手做,養成理科腦! / 艾芮卡.科
隆(Erica L. Colón)著 ; 王俊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小光點, 11107 .-- 136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626-7051-38-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科學實驗 2.CST: 物理實驗
303.4

神奇酷科學 : 上天下地瘋科學 =
Horrible science / 尼 克 . 阿 諾 (Nick
Arnold)作 ;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繪 ; 黃佩俐, 張凰蕙譯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9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986-525-561-9 ( 精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清華通識人物演講系列專輯 : 萊布
尼茲與牛頓 / 張祥光, 陳信文, 劉俊法,
賴建誠, 劉柏宏, 王道維, 關子尹, 琅
元作 ; 翁曉玲主編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105 .- 1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434-4-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07.9
異星詭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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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160 面;
23 公分 .-- (X 星際探險隊. II) .-- ISBN
978-986-0761-43-6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爆笑科學王. 12, 精神愛上程式設計 /
辛泰勳著 ; 羅承暈繪 ; 林純慧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華文精典, 11106 .-- 192
面; 26 公分 .-- (知漫館 ; 12) .-- ISBN
978-626-95493-8-2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漫畫 307.9
科 學 編 年 史 / Clive Gifford, Susan
Kennedy, Philip Parker 作 ; 張毅瑄譯 .- 初版 .-- 嘉義市 : 明山書局, 11107 .- 288 面; 28 公分 .-- (DK 大百科系
列) .-- ISBN 978-986-6384-46-2 (精裝)
NT$860 普遍級
1.CST: 科學 2.CST: 歷史 309

數學
升科大四技 : 數學 A 總複習講義.
2023 最新版 / 林炳良, 楊雅媛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5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 310
數學 : 我思故我在 / 程守慶著 .-- 初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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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30 面; 2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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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ISBN 978-986-437-197-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數學 310
數學通識講義 : 搞懂人生最強思考
工具,升級判斷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
吳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5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4-44-5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通俗作品 310
讓數字開口說話 : 史丹福商學院教
授,一堂讓數字變得更生動有記憶點
的數學課 / 奇普.希思, 卡拉.史塔爾
著 ; 向名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周刊,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99-49-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數字 2.CST: 數學 3.CST: 通俗
作品 310
東亞傳統科學 : 日韓數學文化史 / 英
家銘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滄海書局,
11105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3-14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學 2.CST: 歷史 3.CST: 東亞
310.9
3 小時掌握速算 / 涌井良幸著 ; 陳盈
辰譯 .-- 二版 .-- 新北市 : 世茂出版有
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科學 視界 ; 259) .-- ISBN 978-9865408-92-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速算 311.16
線性代數論 / 程雋編著 .-- 修訂二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64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25-0 (平裝) NT$640 普
遍級
1.CST: 線性代數 313.3
微分與積分 : 從零開始,學會微積分
的基 本概念和 應用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賴貞秀翻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8 公分 .-- (人人伽利
略 ; 30) .-- ISBN 978-986-461-289-5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微積分 314.1
微積分 / 劉明昌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75-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積分 314.1

微積分 / 黃學亮編著 .-- 十三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8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微積分 314.1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19711-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資訊技術 2.CST: 資訊管理
3.CST: 資訊服務業 4.CST: 文集
312.07

形狀 : 資訊、生物、策略、民主和
所有事物背後隱藏的幾何學 / 喬丹.
艾倫伯格(Jordan Ellenberg)作 ; 蔡丹
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鷹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976-4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幾何 316

實戰 AWS 雲計算. 基礎篇 / 李孟晃,
黃麗華, 黃乙瑄, 黃永玲, 陳縈璇著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03-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雲端運算 312.136

演算法洞見 : 遞推與遞迴 / 劉鐵猛
(Timothy)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06-8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演算法 318.1
演算法學習手冊 : 寫出更有效率的
程式 / George Heineman 原著 ; 陳仁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74-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演算法 318.1

電腦資訊科學
數位科技概論滿分總複習 / 旗立資
訊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
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90-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數位科技 312
UX 策略 : 設計創新數位解決方案的
產品策略心法 / Jaime Levy 原著 ; 吳
佳欣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0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7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機界面 2.CST: 系統設計
312.014
ITIA 資訊技術與產業應用國際研討
會 論 文 集 . 2022 = ITIA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 臺
北市 :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11104 .--

老師、家長、學生、上班族居家必
備懶人包 : 遠距教學 x 居家上課 x 線
上會議 xGoogle 雲端應用一書搞定 /
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03-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網際網路 2.CST: 遠距教學
3.CST: 視訊系統 312.1653
FB、IG 互動濾鏡超級玩家 : Spark
AR 擴增實境玩創意 / 呂國泰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7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位影像處理 2.CST: 電腦程
式設計 3.CST: 電腦程式語言 312.2
軟體架構師全方位提升指南 : 數位
轉型企業中架構師角色的新定義 /
Gregor Hohpe 原著 ; 陳健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8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軟體研發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2
程式設計 : 使用 Visual C# 2022 / 黃建
庭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148-6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C#(電腦程式語言) 312.32C
JavaScript 多執行緒 : 超越事件迴圈
的 並 行 / Thomas Hunter II, Bryan
English 原著 ; 楊新章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6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Java Script(電腦程式語言)
312.32J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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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投資停看聽 : 運用 Open data
打造自動化燈號,學會金融分析精準
投資法 / 吳東霖著 .--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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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3-086-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金融分析 312.32P97
Python 從初學到生活應用超實務(電
腦視覺與 AI 加強版) : 讓 Python 幫你
處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繁瑣和重複
的工作 / 陳會安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8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程式設計 : AI 與資料科學應
用 / 劉立民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 11105 .-- 4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6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Python 資料科學自學聖經 / 文淵閣工
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6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32P97
超高效!Python x Excel 資料分析自動
化 : 輕鬆打造你的完美工作法! / 鄭
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085-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2.CST:
EXCEL(電腦程式) 312.32P97
你終究要學會 Linux-Shell 指令完整
使用精解 / 李超, 王曉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06-4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Shell(電腦程式語言) 2.CST:
作業系統 312.32S48
AutoCAD 在電機與電子製圖之應用 /
張耀仁編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62-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AutoCAD(電腦程式)
312.49A97
Excel 統計分析 / 陳耀茂作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4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804-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EXCEL(電腦程式) 2.CST: 統
計分析 312.49E9
Adobe Illustrator 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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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24-156-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Illustrator(電腦程式) 2.CST: 數
位影像處理 3.CST: 考試指南
312.49I38

快速學會 Project 專案管理 / 林國榮
作 .-- 新北市 : 知果文化, 11105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38-05 (平裝) 普遍級
1.CST: Project(電腦程式) 312.49P73
SolidWorks 3D 立體製圖進階設計寶
典 / 陳俊鴻作 .-- 二版 .-- 新北市 : 經
瑋文化, 11105 .-- 536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615-513-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SolidWorks(電腦程式) 2.CST:
電腦繪圖 312.49S678
App Inventor 2 程式設計與應用 : 開發
Android App 一學就上手 / 陳會安編
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4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79-0 (平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Office 2021 高效實用範例必修 16 課
/ 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5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OFFICE 2021(電腦程式)
312.49O4

ESP32 物聯網專題製作實戰寶典 /
Vedat Ozan Oner 原著 ; 曾吉弘譯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8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物聯網 312.52

Office 餐旅應用綜合實例(適用 Office
2019/2016) / 郭姮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6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OFFICE(電腦程式) 2.CST: 餐
旅管理 312.49O4

創意 App 程式設計教材 /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
腦技能基金會, 11104 .-- 3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6068-50-8 (平裝)
NT$690 普遍級
1.CST: 系統程式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12.52

PowerPoint 應用高手 / 林佳生作 .-- 新
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5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75-7 (平裝
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PowerPoint(電腦程式)
312.49P65
Project 2019 專案管理武功祕笈 / 周曉
龍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5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7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Project(電腦程式) 312.49P73
Project 2019 實戰演練 / elearningDJ
作 .-- 三版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5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1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Project(電腦程式) 312.49P73

Linux 指令大全 : 工程師活用命令列
技巧的常備工具書 / William Shotts
著 ; 邱世華譯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60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07-5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312.54
企業虛擬化架構 : 雲端世代 VMware
vSphere 7 高效管理 / 何坤源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08-8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2.CST: 電腦軟體
3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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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世代平行運算 : 分散式系統主
流框架實作指南 / 易哥著 .-- 初版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05-7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作業系統 2.CST: 電子資料處
理 312.54
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 2022 年
版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
金會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77-6 (平裝
附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打字 312.72
MySQL 新手入門超級手冊 / 張益裕
著 .-- 三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78-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資料庫管理系統 2.CST: 關聯
式資料庫 312.74
Power BI 快速入門 / 郭欣怡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15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大數據 2.CST: 資料處理
312.74
區塊鏈商戰 : 個人或企業如何對抗
科技巨頭的壟斷 / 伊凡. 麥克法蘭
(Evan McFarland)作 ; 楊詠翔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386 面; 23 公分 .-- (Sasugas ;
60) .-- ISBN 978-986-289-713-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網路資料庫 2.CST: 電子資料
交換 3.CST: 電子商務 4.CST: 產業發
展 312.758
物聯網時代的 15 堂資安基礎必修課
/ Fotios Chantzis, Ioannis Stais, Paulino
Calderon, Evangelos Deirmentzoglou,
Beau Woods 原著 ; 江湖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7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物聯網 2.CST: 網路安全
3.CST: 資訊安全 312.76
Adobe After Effects ACP 國際認證應
考攻略(適用 2020/2021) / 碁峰資訊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71-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多媒體 2.CST: 數位影音處理
3.CST: 電腦動畫 4.CST: 考試指南
312.8
Unity UCU 國 際 認 證 應 考 攻 略
(Artist/Programmer) / 彭慶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5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考試指南 312.8
屠龍!遊戲故事創作法 : 互動敘事劇
情寫作終極指南 / 羅伯特.丹頓.布萊
恩特(Robert Denton Bryant), 基思.吉格
里奧(Keith Giglio)著 ; 陳依萍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5 .-- 23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0-226-5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電腦遊戲 2.CST: 電腦程式設
計 3.CST: 腳本 312.8
登入元宇宙 : 解放自己,擴增夢想的
次 元 = The Metaverse : the digital
earth–the world of rising trends / 金相
均著 ; 張雅眉, 彭翊鈞譯 .-- 初版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from ;
141) .-- ISBN 978-626-7118-32-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虛擬實境 2.CST: 電子商務
3.CST: 數位科技 312.8
AI 人工智慧 / 高昶易編著 .-- 二版 .-新北市 :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
11105 .-- 3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48-6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工智慧 312.83
建構機器學習管道 : 運用 TensorFlow
實現模型生命週期自動化 / Hannes
Hapke, Catherine Nelson 原著 ; 陳正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68-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人工智慧 312.83
圖 解 Tensorflow 2. 初 學 篇 : 實 作
tf.keras+Colab 雲端、深度學習、人
工智慧、影像辨識 / 林大貴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10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人工智慧
312.83
圖解機器學習與資料科學的數學基
礎 : 使用 Python / 松田雄馬, 露木宏
志, 千葉彌平原著 ; 許郁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8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機器學習 2.CST: 資料探勘
3.CST: Python(電腦程式語言)
312.831
PhotoShop 相片與影像處理設計寶典
/ 趙雅芝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5 .-- 4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1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數位影像處理 312.837
從零開始的 3D 設計之旅 : Blender 3D
入門教材 / 游峰碩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8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繪圖 2.CST: 電腦動畫
312.866

天文學
宇宙,從「為什麼」開始 : BBC 專家
帶你航向星空彼方 / <<BBC 知識>>
國際中文版作 ; 甘錫安, 高英哲, 畢馨
芸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紅樹林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160 面; 26 公分 .-- (Earth ; 20) .-- ISBN
978-986-06810-9-3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宇宙 2.CST: 天文學 323.9
宇宙 : 遨遊眾星的宇宙探索之旅 / 日
本 Newton Press 作 ; 吳家葳譯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80 面; 25 公分 .-- (少年伽
利略 ; 25) .-- ISBN 978-986-461-288-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宇宙 2.CST: 天文學 323.9
解密外星人 : 揭開人類古文明、宗
教神明與星際文明間的真實關係 /
江晃榮, Law Yuki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sue ;
20

40) .-- ISBN 978-626-335-303-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外星人 2.CST: 奇聞異象
326.96
在冰川消失之前 : 關於遠古時間與
未來之水的 27 則故事 / 安德烈.賽恩.
馬納松(Andri Snær Magnason)著 ; 劉
泗翰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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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70-5-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氣候變遷 2.CST: 地球暖化
328.8

物理
妙趣痕聲 : 聲彩繽紛的 STEAM / 臺
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4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聲音 334
聲學原理與噪音量測控制 / 蔡國隆,
王光賢, 涂聰賢編著 .-- 五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56-1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聲學 334
小浣熊想抓住光 / 王均豪文 ; 陳瑩慈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05 .-- 40 面; 19X22 公分 .-- (科學
繪館 ; 1) .-- ISBN 978-626-96012-0-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物理光學 2.CST: 繪本 336.4
基本電學含實習絕殺講義 / 高偉編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5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96-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學 2.CST: 電路 337
基本電學攻略本 / 李文源, 李協衛, 鄭
曜鐘, 林金龍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 立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冊 .-- ISBN 978-986-385-294-0 (上冊:
平裝) .-- ISBN 978-986-385-295-7 (下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學 2.CST: 電路 337
寓教於樂 : 電學教育含守燈人桌遊
包 / 許庭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9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43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學 337
用電表動手學直流電 / 何堃山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26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20-5 (平裝) NT$260 普
遍級
1.CST: 電學 2.CST: 直流電 3.CST: 教
學實驗 337.41
電磁相容理論與實務 / 林明星, 許崇
宜, 林漢年, 邱政男, 陳居毓, 吳俊德,
何子儀, 謝翰璋, 王曉謙編著 .-- 三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3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60-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電磁學 338.1
電磁學 / 陳永平編著 .-- 四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164-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電磁學 338.1

地質學
Minecraft 科學大爆炸!地球的秘密大
圖鑑 / 麥塊職人組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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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891-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地球科學 2.CST: 線上遊戲
350
地圖 : 我們美麗的星球 / 凱茜.佛朗哥
(Cathy Franco) 文 ; 朱 莉 亞 . 隆 巴 多
(Giulia Lombardo)圖 ; 沈倖如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48 面; 34 公分 .-- ISBN
978-986-526-205-1 (精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地球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50
如詩般的天文與地理課 : 從呼吸規
律與血液循環,看見大地的變動與星
空的運行 / 查爾斯.科瓦奇(Charles
Kovacs)著 ; 王乃立譯 .-- 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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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192 面; 23 公分 .-- (華德福教

學引導 ; 4) .-- ISBN 978-957-0487-93-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地球科學 2.CST: 天文學
3.CST: 通俗作品 350
地形學 / 林俊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
臺灣大學發行, 11105 .-- 6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350-601-0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地形學 351.09
水到底有多重要? : 關於地球正在面
臨的缺水危機 / 克莉絲汀 .史丹萊
(Christina Steinlein) 文 ; 米 可 . 沙 耶
(Mieke Scheier)圖 ; 賴雅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96 面; 22 公分 .-ISBN 978-957-762-741-4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水文學 2.CST: 水資源 3.CST:
繪本 351.7
國家海洋研究院年報. 110 年度 / 胡
誠友執行編輯 .-- 高雄市 : 國家海洋
研究院, 11104 .-- 10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5467-94-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國家海洋研究院 351.9061

生物學
生命元素偵察隊 : 多采多姿的地球
居民大發現 / 邁克.巴菲爾德(Mike
Barfield) 文 ; 羅 倫 . 亨 福 瑞 (Lauren
Humphrey)圖 ; 徐仕美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64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525-601-2 ( 精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生命科學 2.CST: 通俗作品
360
生物統計實習手冊 / 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生物統計小組編著 .-- 第二版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24-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生物統計學 360.13
基礎生物學 / David Krogh 原著 ; 王姿
文, 楊國泰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6 .-- 48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78-323-7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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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生命科學

361

研究所講重點(分子生物學) / 高宇編
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7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14-9 (上冊: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分子生物學 361.5
研究所講重點(分子生物學) / 高宇編
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15-6 (下冊: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分子生物學 361.5
驚人發現!你的基因有 25%和香蕉一
樣 / 蘇西.布魯克斯(Susie Brooks)文 ;
喬希.布羅格斯(Joy Bloggs)圖 ; 林大
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6 .-- 32 面; 28 公分 .-- (閱讀與探
索) .-- ISBN 978-626-7140-09-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遺傳學 2.CST: 基因 3.CST: 通
俗作品 363
風 險 分 析 . 進 階 篇 = Risk analysis
fundamentals / 吳焜裕, 蕭伊倫, 周韋均,
羅宇軒, 何文照, 蔡瑄庭, 林芬瑜, 林
希偉, 吳敏華作 .-- 臺北市 :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1104 .- 255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38-64-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環境污染 2.CST: 環境化學
3.CST: 風險管理 367.4
閱讀台灣的地質公園 / 王文誠, 王中
原, 王花俤, 任家弘, 李建堂, 余炳盛,
林俊全, 高啟進, 黃光瀛, 楊景謙, 詹
素娟, 劉益昌, 劉瑩三, 鄭螢憶, 謝桂
禎, 簡龍祥, 顏一勤, 蘇淑娟作 ; 林俊
全主編 .-- 臺北市 : 臺灣地質公園學
會, 11104 .-- 5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96-0-8 (精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天然公園 2.CST: 地景保育
3.CST: 解說 4.CST: 臺灣 367.73
台灣濕地生態系研討會. 第十三屆 :
論文摘要集 = The 13th symposium on
Taiwan wetland ecosystem / 黃榮振總
編輯 .-- 初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社團
法人台灣濕地學會, 11105 .-- 11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25-4-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溼地 2.CST: 生態保育區
3.CST: 文集 4.CST: 臺灣
367.831407
厚生富國 : 台灣發展創新生醫政策
建言 / 林世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11105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2651-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物技術 2.CST: 生物醫學
3.CST: 技術發展 368
我的健康守衛隊 / 吉村亞希子文.圖 ;
楊景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27-35-3 (精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免疫學 2.CST: 繪本 369.85

植物學
植物學家的筆記 / 申惠雨著 ; 何汲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
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K
原創 ; 19) .-- ISBN 978-986-179-740-3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植物圖鑑 375.2
新細說台灣原生植物 = Native plants
of Taiwan / 陳文彬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45-9858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植物 2.CST: 臺灣 375.233

動物學
小學生最實用的生物事典. 1, 動物魔
法學校 / 企鵝飛機製作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1 公分 .-(童心園系列 ; 246) .-- ISBN 978-986507-836-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動物 2.CST: 昆蟲 3.CST: 通俗
作品 380
小學生最實用的生物事典. 2, 生物演
化故事 / 企鵝飛機製作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1 公分 .-(童心園系列 ; 251) .-- ISBN 978-986507-837-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動物 2.CST: 昆蟲 3.CST: 通俗
作品 380

我們不一樣 / 王元容作 ; 黃淑華插
圖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3-43-2 (精裝) 普遍級
1.CST: 動物 2.SHTB: 動物--3-6 歲幼
兒讀物 380
動物們的求職大作戰 / 新宅廣二著 ;
イシダコウ繪 ; 賴惠鈴譯 .-- 初版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1-565-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動物 2.CST: 通俗作品 380
動物奧祕生態 /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六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83-0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動物 2.CST: 通俗作品 380
ㄐㄐ沒有那麼神! : 從動物生殖器與
交配行為,重新理解自然界與人類世
界中的兩性關係 / 艾蜜莉.威靈罕
(Emily Willingham)著 ; 張馨方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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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52 面; 21 公
分 .-- (科普漫遊 ; FQ1073) .-- ISBN
978-626-315-126-0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動物行為 2.CST: 交配 3.CST:
生殖器官 383.73
昆蟲島 / 香川照之作 ; 張東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6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957-658-831-0 (第 4 冊:精裝)
普遍級
1.CST: 昆蟲 2.CST: 繪本 387.7
寂靜的地球 : 工業化、人口爆炸與
氣候變遷,昆蟲消失如何瓦解人類社
會? / 戴夫.古爾森(Dave Goulson)著 ;
盧相如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
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38
面; 21 公分 .-- (Thales) .-- ISBN 978957-05-3418-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昆蟲 2.CST: 生態學 3.CST: 自
然保育 387.7
甲蟲超人超圖解 / 黑貓老師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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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192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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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家 ; 217) .-- ISBN 978-986-384716-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甲蟲 2.CST: 寵物飼養
387.785
海龜救援隊出動 / 潘美慧文 ; 黃麗珍
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46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20-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龜鱉目 2.CST: 野生動物保育
3.CST: 繪本 388.791
恐龍出現了! / 五十嵐美和子文.圖 ;
林芝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27-29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爬蟲類 2.CST: 通俗作品
388.794
回家吧!小虎鯨安安 / 鄭博真文 ; 江
勻楷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4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7810-6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鯨目 2.CST: 繪本 389.7
再見啦!小黑熊妹仔 / 鄭博真文 ; 謝
愷宸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4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7809-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熊科 2.CST: 野生動物保育
3.CST: 通俗作品 389.813
守護黑熊 : 和諧共存的保育之路 / 山
崎晃司著 ; 台灣黑熊保育協會譯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822-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熊科 2.CST: 野生動物保育
389.813

人類學
解剖學 / 賴明德, 王耀賢, 鄧志娟, 吳
惠敏, 李建興, 許淑芬, 陳晴彤, 李宜
倖編著 .-- 第二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
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8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3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394
皮膚微生物群 : 護膚、細菌與肥皂,
你所不知道的新科學 / 詹姆斯.漢布

林(James Hamblin)著 ; 黃于薇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紅樹林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304 面; 21 公
分 .-- (earth ; 20) .-- ISBN 978-62696059-0-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皮膚 2.CST: 健康法 3.CST: 個
人衛生 394.29
大腦不思議 / 汪漢澄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方寸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知無涯 ;
9) .-- ISBN 978-986-06907-0-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腦部 2.CST: 科學 394.911
哇,原來頭腦這麼厲害! : 進入記憶、
神經與心智的神奇世界 / 利恩.德魯
(Liam Drew)作 ; 謝伯讓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6085-0-8 (精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腦部 2.CST: 神經系統 3.CST:
通俗作品 394.911
解剖生理學(正課班) / 李一芹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87-1-3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2.CST: 人體生理
學 397
解剖生理學/基本護理學/護理行政
(考衝班) / 李一芹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87-4-4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人體解剖學 2.CST: 人體生理
學 3.CST: 基本護理學 4.CST: 護理行
政管理 397
燃 : 最新研究,揭開身體究竟如何燃
燒卡路里、減肥、保持健康! / 赫曼.
龐策(Herman Pontzer)著 ; 鍾沛君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384 面; 23 公分 .-- (醫藥新
知 ; 23) .-- ISBN 978-626-7095-35-5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新陳代謝 2.CST: 人類演化
398.56
觀 念 生 物 化 學 = Conceptual
boichemistry / 于大為, 謝宜靜, 林君儒
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力大圖書
有限公司, 11106 .-- 416 面; 28 公分 .-

- ISBN 978-626-96000-0-7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生物化學 399

21 公分 .-- (from ; 142) .-- ISBN 978626-7118-45-0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醫學史 410.9

鎂.逆轉疾病 : 減鈣、修復細胞的專
屬解毒劑 / 湯馬士.利維(Thomas E.
Levy)作 ; 章澤儀翻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33-7-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鎂 2.CST: 營養 399.24

認真的糟糕療法. 中國篇 / 光子作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489-633-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國醫學史 2.CST: 通俗作品
410.92

應用科學類
總論
東西如何製造出來 / 王晶作 .-- 新北
市 :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36
面; 24X26 公分 .-- (知識圖鑑百科 ;
13) .-- ISBN 978-626-95729-2-2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科學技術 2.CST: 通俗作品
400
元宇宙讀書人 / 張瑞雄著 .-- 初版 .-臺北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49-4-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科學技術 2.CST: 文集 407

醫藥
醫師都要知道的陳子瑾元宇宙醫療
觀. 一, 亞健康照護提升醫療品質 / 陳
子瑾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采新生技
有限公司, 11105 .-- 56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96069-0-0 ( 平 裝 )
NT$149 普遍級
1.CST: 健康醫療業 2.CST: 健康照護
3.CST: 產業發展 410.1655
醫護術語 / 劉明德, 李惠萍, 林淑雯,
黃盈禎, 楊心怡, 羅惠敏, 王雪娥, 李
淑真, 杜晶瑩, 吳霞玲, 林鳳映編著 .-第五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7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430-828-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醫學 2.CST: 術語 410.4
零號病人 : 塑造現代醫學史的真正
英雄 / 呂克.培悉諾(Luc Perino)著 ; 林
佑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3

內臟疲勞修復全書 : 你聽見身體求
救的聲音嗎?從大腦、腸胃、肝臟全
面緩解你的不適 / 松尾伊津香著 ; 蔡
麗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76-1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疲勞 411.1
從裡到外說健康 : 中醫雖好,精髓卻
太深奧?靈丹妙藥,想要但得不到?養
生從擁有本書開始,其他通通不需要!
/ 方儀薇, 羅烈文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6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40-7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養生 411.1
運動可以比你想的還輕鬆 : 惰性始
終來自於違反人性,人性化運動終結
你靜態生活的藉口 / 陳俊忠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986-4-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2.CST: 運動訓練
3.CST: 健康法 411.1
綺經 : 健康概念養身寶典 / 鄧俊經
作 .-- [臺中市] : 鄧俊經, 11104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384 (平裝) NT$528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2.CST: 養生 411.1
炁息 / 王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善
聞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11105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60-0-7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靜坐 411.15
開始冥想吧!隨時隨地都能做的輕冥
想 : 15 分鐘,讓身心重回平衡,擁抱零
焦慮的生活 / 宝彩有菜著 ; 李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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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216 面;
21 公分 .-- (Beautiful life ; 76) .-- ISBN
978-626-318-282-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超覺靜坐 411.15
瑜伽運動學解剖書 : 人人都讀得懂!
精準剖析關鍵肌群,讓瑜伽姿勢不只
正確,做起來還更有感有效 / 中村尚
人著 ; 蔡麗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采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1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87-31-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瑜伽 411.15
大腦就是你的超能力 : 輕鬆理解大
腦真相、讓大腦脫胎換骨的十四堂
課,意志力+思考力+記憶力全面提升!
/ 克 莉 思 汀 安 娜 . 史 妲 格 (Christiane
Stenger)著 ; 張淑惠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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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293-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健腦法 2.CST: 思考 411.19
告別拖延腦 : 靠意志力沒用!用認知
實驗提升大腦警醒度,改善 8 種類低
效率症頭 / 菅原洋平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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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NW ; 241) .-- ISBN
978-986-506-40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健腦法 2.CST: 生活指導
411.19
養腦聖經 : 腦養好、人不老 記憶力
知多少? / 李芷姍, 吳佩琪, Tiffany 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5 .-- 1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289-71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健腦法 2.CST: 健康法
411.19
369 排毒飲食聖經. 食譜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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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6 面; 23 公分 .- (健康與飲食 ; 143) .-- ISBN 978-626320-129-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健康法
3.CST: 食譜 411.3

我要活下去 / 陳昭輝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成嘉文化有限公司, 11104 .-144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567-8-9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健康法 411.3
防彈飲食 : 矽谷生物駭客抗體內發
炎的震撼報告 / 戴夫.亞斯普雷(Dave
Asprey)著 ; 魏兆汝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6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4-185-8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411.3
高含水.省能量.淨化身體!終結肥胖
的 888 代謝重整飲食法 : 讓能量用在
最需要的地方,就能吃出易瘦體質 /
哈維.戴蒙(Harvey Diamond), 瑪莉琳.
戴 蒙 (Marilyn Diamond) 著 ; 鄧 捷 文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3X21 公
分 .-- (健康 smile ; 17) .-- ISBN 978986-5496-82-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健康飲食 2.CST: 減重 411.3
營養學 / 葉松鈴, 沈佳錚, 江淑華, 潘
怡君, 詹婉卿, 蔡一賢, 楊斯涵, 雲文
姿, 楊玉如, 徐于淑, 黃哲慧, 張智傑,
潘子明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新
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30825-5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營養學 411.3
療癒的飲食與斷食 : 新時代的個人
營養學 = Healing diet, healing fast :
foundations for a new personalized
nutritional science and well-being / 楊定
一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0 面;
23 公分 .-- (全部生命系列 ; 26) .-ISBN 978-626-95865-3-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營養 2.CST: 健康飲食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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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2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289-720-1 (精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運動健康 411.71
我的 60 天健身日記本 : 重量訓練、
有氧運動、飲食內容全紀錄 / 美好
生活實踐小組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96 面; 18 公分 .-- (Magic ; 49) .-- ISBN
978-626-7064-10-8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3.CST: 健康飲食 411.711
防彈肌肉強效鍛鍊法 : 明星教練肌
肉地獄使者的強效鍛鍊法 / 楊治承
著 ; 牟仁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328 面; 23 公分 .-- (smile ; 184) .-- ISBN
978-626-7118-36-8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3.CST: 肌肉 411.711
明星教練的超有感徒手健身計畫 :
肌群個別訓練 X 高效燃脂 HIIT,從褲
子變鬆開始,感覺驚人的體態變化! /
浩克 Hulk(陳弘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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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6-760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411.711
重訓之前要讀的書 / 費雪曼著 ; 李璦
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
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Creative ; 177) .-- ISBN 978-986-179738-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411.711

銀髮族運動與健康促進實務報告 /
魏正著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復文
圖書出版社, 11105 .-- 7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76-247-8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老年 2.CST: 運動健康 411.7

訓練逆轉人生 / 洪挺軒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93-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411.711

睡衣皮拉提斯 : 拉伸、肌力及肌肉
張力 40 式居家訓練 / 瑪麗亞.曼金
(Maria Mankin)著 ; 饒素芬譯 .-- 初

高效健身解剖書 : 熱銷 3 萬本!史上
最完整!你最想知道的「體重管理飲
食法則」與「肌肉成長運動戰略」 /

24

文碩氣著 ; 葛瑞絲翻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瑞麗美人國際媒體, 11106 .-176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117-4-7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3.CST: 健康飲食 411.711
*超宅健身 : 在家也能練出六塊肌!35
項最強徒手訓練技法 / 清水忍著 ; 曹
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1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29-226-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411.711
臀肌研究所 : 肌力和體態訓練的藝
術 及 科 學 / 布瑞特. 康 崔 拉斯 (Bret
Contreras), 格倫.科多扎(Glen Cordoza)
作 ; 柯品瑄, 周傳易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家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608 面; 28 公
分 .-- (better ; 76) .-- ISBN 978-9865562-62-5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健身運動 2.CST: 運動訓練
411.711
飲酒不傷肝的學問 / 栗原毅監修 ; 魏
俊崎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有限公司, 11107 .-- 12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98) .-- ISBN 978-626-320133-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酒 2.CST: 肝臟 3.CST: 健康法
411.81
這本書能讓你戒菸 : 1000 萬人都說
有效的輕鬆戒菸法進階版 / 亞倫.卡
爾(Allen Carr)著 ; 陳思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15-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戒菸 2.CST: 吸菸 411.84
間歇斷食減重全指南 : 避開讓你失
敗的斷食地雷,量身訂做專屬你的無
痛 苦 減 重 計 畫 / 琴 . 史 蒂 文 斯 (Gin
Stephens)著 ; 駱香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果出版 :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11105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5-34-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減重 2.CST: 斷食療法
411.94
想瘦就吃燕麥片飯 : 不捱餓、不運
動 、 不 復 胖 ,2 年 狂 瘦 40 公 斤 ! /
COLEZO 著 ; 連雪雅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128 面; 23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5019 種)(玩味 ; 24) .-- ISBN
978-957-33-3881-9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減重 2.CST: 禾穀 3.CST: 食譜
411.94
海峽兩岸食品安全比較研究 / 梁文
慧, 李嵩義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巨
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61-4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食品衛生管理 2.CST: 比較研
究 412.25
如何預防下一次大流行病 / 比爾.蓋
茲(Bill Gates)著 ; 鄭方逸, 張靖之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天下新視野 ; 50) .-- ISBN 978-986398-763-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2.CST: 病毒
感染 412.4
檢察機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 」傳 播期間 相關 業務資料 彙編 .
2022 / 陳淑雲, 許祥珍, 楊適慈, 陳志
弘, 羅文苓編輯 .-- 三版 .-- 臺北市 :
臺灣高等檢察署, 11104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3-9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防疫法規 2.CST: 傳染性疾病
防制 412.42
打造防疫共同體 : 解析 COVID-19 醫
藥、人權、大數據與前瞻政策 / 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防疫科學暨健康一
體研究中心作 .-- 初版 .-- 新竹市 : 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科技與社會系列) .-ISBN 978-986-5470-29-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3.CST: 文集
412.471
新冠肺炎流行期間的法制對策 / 李
惠宗, 下山憲治主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717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3.CST: 文集
41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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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44 天 : 部桃抗疫經驗 / 廖靜清,
施靜茹, 李樹人, 林琮恩, 稅素芃採訪
撰文 ; 洪淑惠總編 .-- 第一版 .-- 桃園
市 :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11104 .-2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0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2.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3.CST: 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 412.471
生病一定要吃藥嗎? : 逆轉慢性病,不
藥而癒 / 江守山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09-7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預防醫學 2.CST: 疾病防制
3.CST: 慢性疾病 4.CST: 保健常識
412.5
表面處理業化學性危害監測採樣分
析與資料庫建立 = Study on sampling
anaylsis and database establishment of
chemical hazard monitoring in surface
treatment industry / 潘致弘, 毛義方研
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30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59-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表面處理業勞工健康指標評估研究
= Study on biomarker assessment for
workers in surface treatment industry / 潘
致弘, 白其卉研究主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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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125-53-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職場危害因子健康危害與容許暴露
標 準 建 議 值 研 究 = A study of
workplace hazardous agent health effects
and recommended exposure limits (RELs)
/ 陳成裕, 李聯雄研究主持 .-- 1 版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 11106 .-- 22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64-9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勞工衛生 2.CST: 職業衛生
412.53
職業衛生 / 侯宏誼, 吳煜蓁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45-5 (平裝) NT$590 普
遍級
1.CST: 職業衛生 412.53
黃帝內經 : 對症養五臟 / 石晶明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Health+ ; 182) .-- ISBN 978-626-957943-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內經 2.CST: 中醫理論 3.CST:
五臟六腑 4.CST: 養生 413.11
黃帝內經 X 量子糾纏 : 情志相勝、
運氣調頻、分子營養與量子信息醫
學實證 / 張淵豪作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33-6-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內經 2.CST: 中醫理論 3.CST:
預防醫學 413.11
耳絡自然醫學保健基礎入門 / 邱志
強, 林鈞緯, 王宗楙, 徐采婕編著 .-- 桃
園巿 : 康淂美有限公司出版 : 社團法
人中華國際健康管理協會發行,
11104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48-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耳 2.CST: 經絡 3.CST: 穴位療
法 413.165
中醫診斷學 / 朱忠春, 范玉櫻, 彭美鳳,
陽光正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東大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9-3323-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中醫診斷學 413.2
吳明珠教你養好心 / 吳明珠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5-392-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養生 3.CST: 心臟
病 413.21
人氣醫師彭溫雅的養胃護腸祕方 /
彭溫雅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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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304 面; 21 公分 .-- (商周其他系列 ;
BO0341) .-- ISBN 978-626-318-267-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胃腸疾病 2.CST: 保健常識
3.CST: 中西醫整合 413.343
圓機活法 : 習醫十五年心悟 / 田耿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6 .-- 253 面; 21 公分 .--

(中醫保健站 ; 109) .-- ISBN 978-986346-369-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中醫 2.CST: 臨床醫學 3.CST:
病例 413.8
針灸實證臨床治療指引 / 林昭庚總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
11104 .-- 11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7137-0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針灸 2.CST: 實證醫學
413.91
針灸學概要 / 莊金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品冠文化出版社, 11106 .-- 18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38-22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針灸 2.CST: 經穴 413.91
圖解經絡穴位居家實用全書 : 疏通
經絡,對症取穴,啟動人體自癒力,快
速緩解身體不適 / 東方教育研究院
編著 .-- 新北市 : 華威國際事業有限
公司, 11105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075-5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按摩 2.CST: 經穴 413.92
八字功法 / 黃鐵吾編輯著作 .-- 新北
市 : 新象限國際有限公司, 11104 .-130 面 ; 27 公 分 .-- ISBN 978-62696044-0-1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氣功 2.CST: 養生 413.94
量子氣功 / 徐華佗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80-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氣功 2.CST: 養生 413.94
五臟保養書 : 養生,必先調五臟! / 中
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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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95-36-2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藥膳 2.CST: 食療 413.98
一般超音波診斷學 / 萬永亮, 周宜宏
主編 .-- 第三版 .-- 新北市 : 金名圖書
有限公司, 11104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9519-96-0 ( 平 裝 )
NT$990 普遍級
1.CST: 超音波學 415.2168
中毒處置 = Poisoning treatment / 洪東
榮編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力大圖
書有限公司, 11104 .-- 187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7364-99-9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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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急救 2.CST: 中毒 3.CST: 毒理
學 415.225
記疫 / 林文源, 「記疫」團隊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
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出版 :
大塊文 化出版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6 .-- 400 面; 21 公分 .-- (Change ;
12) .-- ISBN 978-626-7063-14-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傳染性疾病防制 2.CST: 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 3.CST: 文集
415.2307
降三高用食療,比吃藥效果好 / 健康
養生堂編委會作 .-- 四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 庫數位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4 .-- 20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373-620-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高血壓 2.CST: 高三酸甘油脂
血症 3.CST: 糖尿病 4.CST: 食療
415.382
精實輸血手冊 / 王樂明, 林東燦, 陳宜
雍, 溫武慶, 蔡欣怡, 羅仕錡, 台灣輸
血學會, 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
會作 .-- 二版 .-- 臺北市 : 醫療財團法
人台灣血液基金會, 11105 .-- 203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9132-1-8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輸血醫學 415.652
第 2 型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2022 =
DAROC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ype 2 diabetes care 2022 /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
會, 11104 .-- 4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86-96239-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糖尿病 415.668
減糖控醣!糖尿病絕對有救 / 向紅丁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917-4-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糖尿病 2.CST: 保健常識
3.CST: 食譜 415.668
大原皮膚科圖譜. 皮膚惡性腫瘤篇 /
大原國章著 ; 邱成湦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金名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51995-3 (平裝) NT$2300 普遍級
1.CST: 皮膚科 2.CST: 皮膚腫瘤
415.7

台灣兒童異位性皮膚炎臨床診療指
引 : 2021 版 = Taiwan guidelines for
pediatric atopic dermatitis : 2021 edition
/ 姚宗杰總編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
學會, 11104 .-- 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229-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異位性皮膚炎 2.CST: 兒童
415.712
腎臟科名醫江守山教你逆轉腎 : 喝
對水.慎防毒.控三高 / 江守山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09-6-6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腎臟疾病 2.CST: 保健常識
415.8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354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自主神經系統疾病 2.CST: 健
康法 415.943
超實踐!自律神經調理指南 : 找到身
體不適的真正原因,擺脫失眠、倦怠、
頭痛、肥胖等身心煩惱! / 工藤孝文
著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45-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自主神經系統疾病 2.CST: 健
康法 415.943

腎臟病診療手冊 : 給臨床醫師的第
一本書 / 深川雅史, 安田隆編集 ; 葉
曙慶監修 ; 楊若珺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5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8-461-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腎臟疾病 415.81

找回在虛擬世界忘了回家的孩子 :
苦惱子女網路成癮的父母必須知道
的教戰手冊 / 呂俐安, 李宣漢, 周元華,
邱姵寧, 徐如維, 許正典, 陳牧宏, 陳
麗淇, 楊淑涵, 葉啓斌, 藍彣烜, 劉珈
倩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暖暖書屋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97-9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精神醫學 2.CST: 網路使用行
為 3.CST: 網路沈迷 415.95

下輩子我們當筷子好了 : 守護漸凍
人丈夫 8 年的最美告白 / 劉雲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4-76-2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1.CST: 運動神經元疾病 2.CST: 長期
照護 3.CST: 通俗作品 415.9

我的躁鬱媽媽 : 穿越風暴的生存之
道 / 恆昕, 李嘉修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心靈拓展
系列 ; D220) .-- ISBN 978-957-693-967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躁鬱症 2.CST: 通俗作品
415.985

完全圖解失智症 / 山口博著 ; 劉好殊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06 .-- 18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1-269-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失智症 415.934

來自精神病的國度 : 微不足道的行
動,也有守護現實的力量。躁鬱症患
者的 23 篇真心話,陪你緩緩游出疾病
與傷痛的孤島 / 理端作 ; 陳曉菁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52 面; 23 公分 .-- (心靈方
舟 ; 38) .-- ISBN 978-626-7095-37-9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躁鬱症 2.CST: 通俗作品
415.985

闽台失智老人照护服务人才培养模
式比较暨合作路径研究 / 蘇裕盛編
著 .-- 屏東市 : 蘇裕盛, 11105 .-- 134
面; 24 公分 .-- 正體題名:閩台失智老
人照護服務人才培養模式比較暨合
作路徑研究 .-- ISBN 978-626-01-0077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老年失智症 2.CST: 長期照護
3.CST: 教育訓練 4.CST: 區域研究
415.9341
自律神經自我調節超大全 / 小林弘
幸著 ; 劉姍珊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320

按下暫停鍵也沒關係 / 阿滴(都省瑞)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如何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Happy learning ; 204) .-- ISBN 978-986136-62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憂鬱症 2.CST: 通俗作品
41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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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怒,與亞斯伯格症孩子親近溝通
/ 王意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Catcher ; 105) .-- ISBN
978-986-406-294-2 (平裝) NT$330 普
遍級
1.CST: 亞斯伯格症 2.CST: 自閉症
3.CST: 親子溝通 4.CST: 親職教育
415.988
兒少先後天神經精神障礙及自然療
法 : 妥瑞抽動、過動 ADHD、注意力
不集中 ADD、學習障礙、亞斯伯格、
自閉、強迫、智障、創傷後症候群
PTSD / 王群光, 呂丹宜作 .-- 初版 .-桃園市 : 呂丹宜, 11104 .-- 3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49-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情緒障礙兒童 2.CST: 神經精
神病 3.CST: 食療 4.CST: 個案研究
415.989
我的焦慮室友 / 酵母 Gym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176 面; 21 公
分 .-- (FUN 系列 ; 88) .-- ISBN 978-626335-301-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焦慮症 2.CST: 通俗作品
415.992
慢性焦慮 : 焦慮,是過往未曾處理的
生命創傷 / 莊博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vision ;
225) .-- ISBN 978-986-406-292-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焦慮症 2.CST: 心理治療
415.992
過度飲食心理學 : 當人生只剩下吃
是 唯 一 慰 藉 / 基 瑪 . 卡 吉 兒 (Kima
Cargill)著 ; 吳宜蓁, 林麗雪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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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2 面; 21 公分 .-(野人家) .-- ISBN 978-986-384-71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飲食障礙症 2.CST: 消費文化
415.9982
運動障礙的物理治療評估策略 / 工
藤慎太郎作 ; 李依珊翻譯 .-- 初版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34 面; 20X18 公分 .-- ISBN
978-986-370-419-5 (平裝) NT$900 普
遍級

1.CST: 運動醫學 2.CST: 運動器官
3.CST: 物理治療 416.69
元宇宙時代 : 智慧牙醫的四堂半課 :
從數位轉型到智慧學習 / 曾明清編
著 .-- 臺北市 : 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98-0-8 (平裝) NT$899 普遍級
1.CST: 牙科 2.CST: 數位科技 3.CST:
數位學習 416.9
潔牙之理論與實務 : 從政策、日常,
到特殊需求 =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oral hygiene : from policy, daily life,
to special needs. / 陳時中, 蔡鵬飛, 賴
弘明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
出版社, 11106 .-- 192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368-459-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口腔衛生 2.CST: 衛生教育
416.9
助產接生經驗傳承 / 張素玉編著 .-初版 .-- 臺中市 : 張助產所, 11105 .-340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6049-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助產術 2.CST: 助產士 3.CST:
產科護理 417.31
與海豚共舞的生產之旅 : 喚回母體
的力量 / 盧郁汶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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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296 面; 21 公分 .-- (眾生 ;
JP0196) .-- ISBN 978-626-95939-3-4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分娩 417.36
小薇不見了 : 川崎症-教育繪本 / 郭
和昌文 ; 阿布布思義圖 .-- 初版 .-- 高
雄市 :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22X22 公分 .-- ISBN
978-986-490-202-6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川崎病 2.CST: 繪本 417.59
中國疫苗的風險建構 : 輿情事件、
話語與行動者網絡 / 李翠敏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群英社, 11106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90-00 (平裝) NT$160 普遍級
1.CST: 疫苗 2.CST: 研發 3.CST: 風險
因子 4.CST: 中國 418.293
膳食療養學 / 葉松鈴, 陳淑子, 簡怡雯,
翁慧玲, 許秋萍, 翁德志, 鄭佾琪, 陳
巧明, 林栩禎, 蘇秀悅, 戰臨茜, 邱琬

淳, 吳柏姍, 蔡維德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5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29-3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食療 2.CST: 營養 3.CST: 健康
飲食 418.91
防彈斷食 : 延緩老化、減少發炎、
阻斷身體飢餓訊號,防彈咖啡創始人
教你一輩子都有效的斷食法 / 戴夫.
亞斯普雷(Dave Asprey)著 ; 林麗雪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4-184-1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斷食療法 418.918
FM 筋膜手法操作手冊. 進階, 實作篇
/ Luigi Stecco, Carla Stecco 原著 ; 黃中
麟, 謝佩靜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
記圖書出版社, 11106 .-- 3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8-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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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一色蒸熱電療法 : 60 分鐘激活細
胞自我修復功能 / 平石師祿著 ; 土井
瞳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健康百科 ; 39) .-- ISBN 978-626-320130-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電療法 2.CST: 熱療法
418.9324
動物療癒 : 用正念和繪畫,找到自我
療癒的力量 / 凱特.艾倫(Kate Allan)
著 ; 羅不群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
福文化出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64 面; 21
公分 .-- (富能量 ; 39) .-- ISBN 978-6267046-71-5 (平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藝術治療 2.CST: 心靈療法
418.986
芳療藥師的對症處方 : 125 種常備精
油與 100 種天然精油處方,照護你和
孩子的健康 / 石明立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05 .-- 120 面;
23 公分 .-- (自然生活 ; 57) .-- ISBN
978-626-96012-2-6 (平裝) NT$560 普
遍級
1.CST: 芳香療法 2.CST: 香精油
41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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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魔法碰觸 : 獨特的腹部按摩與
骨盆釋放方法 / 葛瑞恩.艾明(Gyan
Amin)著 ; Prem Vanita 譯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78-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另類療法 2.CST: 能量 3.CST:
按摩 418.995
脈輪療心書 / N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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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6-89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另類療法 2.CST: 心靈療法
418.995
建構高齡友善醫院之分析研究 / 何
宗明, 蕭景祥, 劉育榕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84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37832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醫院行政管理 2.CST: 醫院規
劃設計 3.CST: 老年醫學 4.CST: 比較
研究 419
疫起面對,我願意! : 新冠蔓延下的人
物放大鏡 慈濟醫療以愛戰疫 / 楊金
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心靈工坊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8 面;
21 公分 .-- (Caring ; 102) .-- ISBN 978986-357-239-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2.CST: 醫療服務 3.CST: 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 4.CST: 傳染性疾病護理
419.333
基本護理學(正課班) / 李一芹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57-8-6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基本護理學 419.6
基本護理學. OSCE 技術篇 = OSCEs
in fundamental nursing skills / 林文絹,
簡翠薇, 林季宜, 陳妙言, 劉桂芬, 林
英, 黃慧芬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
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94-653-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基本護理學 2.CST: 護理技術
419.6
基本護理學重點精粹 / 陳麗娟, 潘美
蓉, 吳美樺, 黃詩萍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永大書局有限公司, 11104 .--

500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278-8-6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基本護理學 419.6
護理行政(正課班) / 李一芹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87-0-6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護理行政管理 419.65
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與第三部門 / 王
仕圖, Kui Kasirisir(許俊才)主編 .-- 初
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3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60-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長期照護 2.CST: 臺灣原住民
族 419.79
護理師題庫(題庫班) / 李一芹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87-5-1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護理師 2.CST: 問題集
419.8022
內外護理學(正課班) / 李一芹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19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57-6-2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內外科護理 419.82
內外護理學(考衝班) / 李一芹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9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87-2-0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內外科護理 419.82
重症照護口袋書 : 臨床隨身手冊 /
Janice Jones, Brenda Fix 原著 ; 吳家霽,
陳冠宏, 許博荏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11105 .-- 44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368-45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重症護理 2.CST: 重症醫學
419.821
產科/兒科/精神科與社區衛生護理學
(考衝班) / 李一芹作 .-- 初版 .-- 臺南
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87-3-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產科護理 2.CST: 小兒科護理
3.CST: 社區衛生護理 419.83

產科護理學(正課班) / 李一芹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1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57-9-3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產科護理 419.83

唯美映像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4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42-1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服裝設計 2.CST: 衣飾 3.CST:
色彩學 423.2

兒科護理學(正課班) / 李一芹作 .-- 初
版 .-- 臺南市 :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1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57-7-9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1.CST: 小兒科護理 419.84

服裝設計思維訓練 / 于國瑞編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5 .-- 278 面; 23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48-3 (平
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服裝設計 423.2

家政
我的無印良品新生活 / 水谷妙子著 ;
蘇暐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出
版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21 公
分 .-- (issue ; 41) .-- ISBN 978-62695960-2-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生活指導
422.5
從 1 天 5 分鐘開始的斷捨離 : 山下英
子的極簡住家實踐法則 X66 個場景
收納(全圖解) / 山下英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有聲圖書有限公
司, 11106 .-- 25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130-543-1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生活指導
422.5
無印良品居家工作質感空間打造哲
學 / 主婦之友社編著 ; 沈俊傑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三悅文化圖書事業有
限公司,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95514-2-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家庭佈置 2.CST: 空間設計
3.CST: 室內設計 422.5
日本式建築改造法 / 田園都市建築
家之會著 ; 朱炳樹譯 .-- 修訂二版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05 .-- 248 面; 26 公分 .-(日系建築知識) .-- ISBN 978-986-480224-1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房屋 2.CST: 建築物維修
3.CST: 家庭佈置 422.9
服裝色彩搭配寶典 : 服裝設計知識 X
材料與配色 X 個人定位與服裝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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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科學與造型技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2 / 李雅婷, 黃宜純, 林恩仕, 黃啟
方, 高而仕, 蔡宜萱, 王麗菱, 王祥齡,
卓欣穎, 葉月珍, 林洹瑜合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5 .-- 1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868-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美容 2.CST: 文集 425.07
莊博士魔发书 Q&A 秘笈 / 莊麗津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沐荷整合設計
企業社, 11105 .-- 145 面; 26 公分 .-- 正
體題名:莊博士魔髮書 Q&A 秘笈 .-ISBN 978-626-96076-0-0 ( 精 裝 )
NT$2850 普遍級
1.CST: 毛髮 2.CST: 毛髮疾病 3.CST:
健康法 4.CST: 問題集 425.5
髮型結構與成型 / 黃啓方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4 .-- 22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62-866-8 (平裝) NT$1750 普遍級
1.CST: 髮型 2.CST: 美髮 425.5
*口金!就要這樣玩 / 劉心怡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藝風堂出版社, 111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772-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手提袋 2.CST: 手工藝 426.7
比本尊更可愛!呆萌又討喜の羊毛氈
柴犬 / *ko-ko*作 ; 方嘉鈴翻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17-5-6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手工藝 426.7
來一場春日小旅 : 好想帶出門的拼
布美包特集 / BOUTIQUE-SHA 授權 ;
林麗秀, 彭小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112 面; 30 公分 .-- (Patchwork 拼布教

室 ; 26) .-- ISBN 978-986-302-628-0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拼布藝術 2.CST: 手工藝
426.7
擬真度 100%!懷舊食物羊毛氈 : 一次
學會「包.手作」的獨家技法!仿真混
色 X 快速塑形,輕鬆做出 29 款文創復
古小物 / 雷包(雷曉臻)著 .-- 新北市 :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74-3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手工藝 426.7
優雅大人風の典藏版和風布花 / 桜
居せいこ著 ; 楊淑慧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5 .-- 96 面; 21 公分 .-- (Fun 手作 ;
103) .-- ISBN 978-986-302-627-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花飾 2.CST: 手工藝 426.77
食物風味聖經 : 運用科學原理全面
剖析食材,100+道料理設計案例 X 風
味搭配 X 感官體驗 / 尼克.夏馬(Nik
Sharma)作 ; 方玥雯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35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08-811-9 (精裝) NT$128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譜 3.CST: 食品
分析 427
黃金比率調味法必學基本料理 100 /
ORANGE PAGE 作 ; 胡家齊翻譯 .-初版 .-- 臺北市 : 出版菊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5 .-- 130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6210-85-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譜 427
懶惰鬼的假日早午餐 / 小田真規子,
谷綾子著 ; 賴惠鈴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出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 (滿足館 ; 71) .-- ISBN
978-626-7046-75-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烹飪 2.CST: 食譜 427
7 日神級瘦身餐,不靠重訓也能吃出
好身材 / 石本哲郎著 ; 米宇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12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54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減重 427.1

住在咖啡館.獻給家人最美好的自然
餐食 : 減醣女王娜塔的生活提案&精
選居家減醣料理 / 娜塔作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玩藝 ; 117) .-- ISBN 978-626-335-3251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健康飲食 427.1
快手廚娘的創業秘笈 / 張麗蓉著 .-一版 .-- 新北市 :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7 .-- 176 面; 26 公分 .-(Cooking ; 13) .-- ISBN 978-986-548126-1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食譜 427.1
台灣小吃輕鬆上手 : 高成功率配方,
一次學會大廚美味技法! / 潘岱儒(阿
儒師)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橘子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176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64-190-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食譜 2.CST: 小吃 3.CST: 臺灣
427.133
Q 軟的微波爐麵包,35 分鐘輕鬆做! :
新手也能在家重現麵包店的好滋味 /
大坊香緒里著 ; 連雪雅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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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96 面; 23 公分 .-- (愛生活 ;
65) .-- ISBN 978-626-95743-9-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2.CST: 麵包
427.16

吃素食越來越健康 / 陳彥甫作 .-- 四
版 .-- 新北市 :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73-622-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素食 2.CST: 素食食譜 3.CST:
健康飲食 427.31
健康長壽幸福食譜. 第三輯, 康寧 =
Health longevity happiness recipes : kang
ning / 向曉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社
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 11105 .-327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951-1-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素食食譜 427.31
就是瘋冷飲 : 你最愛喝的、開店最
吸睛的 100 款人氣調飲! / 黃經典, 瞿
維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日幸福
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
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廚房 Kitchen ; 126) .-ISBN 978-626-95848-0-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飲料 2.CST: 茶食譜 427.4
分齡照片 x 安心指引 x 專業建議 0〜
3 歲全方位育兒聖經 : 從成長發育、
副食品製備到疾病預防,用專業知識
守護寶寶的每一天 / 土屋惠司監修 ;
王盈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9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329-22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育兒 428

超簡單の巨大造型餅乾 / 荻田尚子
著 ; 洪伶中文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8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7126-28-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點心食譜 427.16

每個孩子都能好好吃飯 / 安妮特.卡
司特尚, 哈特穆.摩根洛特作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00 面; 19 公分 .-- (家庭
與生活 ; 78) .-- ISBN 978-626-305-231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飲食 3.CST: 小兒
營養 428.3

韓式海鮮料理圖解聖經 : 800 張圖解
&關鍵步驟,釣魚高手從用刀、活締、
放血、切法、熟成,到超過 100 種醬
料與黃金食譜,傳授你全方位掌握關
於魚類和海鮮的知識與技法 / 金志
敏作 ; 楊雅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6006-0-1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海鮮食譜 2.CST: 烹飪
427.25

每個孩子都能好好睡覺 / 安妮特.卡
司特尚, 哈特穆.摩根洛特作 .-- 第三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00 面; 19 公分 .-- (家庭
與生活 ; 79) .-- ISBN 978-626-305-232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育兒 2.CST: 睡眠 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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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謠言與它們的產地 : 頂尖國際
期刊評審追查 50 個醫學迷思 / 林慶
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一心文化有
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3 公分 .--

(science ; 7) .-- ISBN 978-986-06672-88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家庭醫學 2.CST: 保健常識
429
內部攻略!圖解陰道快感開發.高潮完
全指南 / 由良橋勢著 ; 何姵儀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56-7 (平裝) 限制級
1.CST: 性知識 2.CST: 性行為 429.1
懷孕知識百科 / Heidi Murkoff 著 ; 崔
宏立, 賴孟怡譯 .-- 六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5 .-- 9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710-8562 (精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懷孕 2.CST: 分娩 3.CST: 產後
照護 429.12

農業
普洱茶 / 鄧時海著 .-- 第七版 .-- 臺北
市 : 壺中天第出版社, 11104 .-- 230 面;
38 公分 .-- (壺中天地藝術叢書) .-ISBN 978-986-85637-5-9 ( 精 裝 )
NT$1400 普遍級
1.CST: 茶葉 2.CST: 茶藝 434.181
室內觀葉植物栽培日誌 : IG 園藝之
王的綠植新手指南 / 達瑞爾.鄭
(Darryl Cheng)著 ; 張喬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32-9578-5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園藝學 2.CST: 栽培 3.CST: 觀
葉植物 435.11
綠境 : 以四季為起點的觀葉養護日
常 / Yuty 著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6
公分 .-- (Beauté ; 9) .-- ISBN 978-957658-822-8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園藝學 2.CST: 栽培 3.CST: 觀
葉植物 4.CST: 家庭佈置 435.11
聽說你的憂鬱被一株植物療癒了 /
法蘭. 貝 莉(Fran Bailey) 著 ; 陳錦慧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限
公司,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creative ; 176) .-- ISBN 978-986-179737-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園藝 2.CST: 室內植物
435.11

嘉寶的田野大發現. 蔬果篇 = Garbo's
great adventure in the field : vegetables
and fruits / 蔡佩珊繪圖 ; 蕭至惠, 許宸
睿, 白惠凱, 陳兆志, 張馨文故事構
成 .-- 初版 .-- 嘉義市 : 國立嘉義大學,
11106 .-- 34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626-95079-7-9 (精裝) 普遍級
1.CST: 蔬菜 2.CST: 繪本 435.2
馴 果 記 / 貝 恩 德 . 布 倫 納 (Bernd
Brunner)著 ; 林潔盈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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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3 公分 .-- (臉譜
書房 ; FS0147) .-- ISBN 978-626-315114-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果樹類 2.CST: 栽培 3.CST: 歷
史 435.3
林邊蓮霧的奇蹟 / 鄭博真作 ; 曾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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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959-7-6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水果 2.CST: 繪本 3.CST: 屏東
縣林邊鄉 435.329
關廟鳳梨的祕密 / 鄭博真作 ; 吳奕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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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959-6-9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鳳梨 2.CST: 繪本 3.CST: 臺南
市關廟區 435.374
花的實用圖鑑 : 嚴選 327 款花卉植物、
850 款相近品種,從購買、插花到照
顧,優雅享受有花的日子 / 深野俊幸,
大田花木作 ; 林安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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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986-289-710-2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花卉 2.CST: 植物圖鑑
435.4025
草坪管理全書 : 職業球場及休閒場
地草坪養護技術指南 / 郭毓仁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詹氏書局, 11105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05639-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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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綠地 2.CST: 園藝學 3.CST: 景
觀工程設計 435.7
樹木診斷筆記 / 劉東啟主編 .-- 臺中
市 : 本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464-2-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樹木 2.CST: 診斷 436.1111
用森林,創造你的生活風格 : 木酢達
人 / 陳偉誠作 .-- 初版 .-- 新北市 : 世
茂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3
公分 .-- (生活健康 ; B494) .-- ISBN
978-986-5408-93-0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林產利用 2.CST: 林業副產品
436.4
寵物安全染色技術研究教學實務技
術報告 / 王宥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鼎書局, 11104 .-- 155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896-5-5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寵物飼養 2.CST: 染色技術
3.CST: 美容 437.3
永遠的守護者 / 洪佑儀作 ; 李岳桐,
陳思羽, 王妤榛插圖 .-- 初版 .-- 新北
市 :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
11104 .-- 30 面; 20X20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35-08-2 (精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犬 2.CST: 通俗作品 437.35
狗狗抗癌飲食指南 : 選用當令防癌
食材,自製日常食療及點心菜單,每天
1 碗有效排出毒素,吃出最強抗病力!
/ 俵森朋子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蘋
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95574-2-4 (平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犬 2.CST: 寵物飼養 3.CST: 食
譜 437.354
名獸醫的養鳥小百科 : 從鸚鵡、鸚
哥到文鳥,與鳥兒交心的飼養訣竅 /
海老澤和莊著 ; 林佑純譯 .-- 初版 .-新北市 : 幸福文化出版社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好生活 ; 24) .-ISBN 978-626-7046-73-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鳥類 2.CST: 寵物飼養
437.794

工程

工程數學 / 曾彥魁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70-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工程數學 440.11
高等工程數學 / 程雋編著 .-- 修訂 11
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66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24-3 ( 上 冊 : 平 裝 )
NT$620 普遍級
1.CST: 工程數學 440.11
人因工程 : 人機境介面工適學設計 /
許勝雄, 彭游, 吳水丕編著 .-- 七版 .-臺中市 :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5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050-9-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人體工學 440.19
建築師術科考試就是一場賽局 : 不
補習,自修就同時考上建築師、高考
公務員的方法論 / 梁世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05 .-- 224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408-823-2 ( 平 裝 )
NT$9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師 2.CST: 考試指南
440.5
專利法 : 案例式 / 林洲富著 .-- 10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25-0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專利法規 440.61
Inventor 3D 機械設計武功祕笈 / 陳俊
鴻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易習圖書,
11105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7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程圖學 2.CST: 電腦軟體
440.8029
AutoCAD 建築與室內設計武功祕笈 /
陳 世 勳 作 .-- 新 北 市 : 易 習 圖 書 ,
11105 .-- 6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80-17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AutoCAD(電腦程式) 2.CST:
建築工程 3.CST: 電腦繪圖 4.CST: 電
腦輔助設計 441.3029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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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1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79-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電腦繪圖
3.CST: 電腦輔助設計 441.3029
工程圖學. AutoCAD 篇 / 康仕仲, 張
玉連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
發行, 11104 .-- 3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0-597-6 (平裝) NT$750 普
遍級
1.CST: AutoCAD(電腦程式) 2.CST:
建築工程 3.CST: 電腦繪圖 4.CST: 電
腦輔助設計 441.3029
高雄市歷史建築「原高雄市議會」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 吳
秉聲計畫主持 ; 李文環, 顏世樺共同
主持 ; 鍾育霖, 葉玉祥協同主持 .-- 高
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1104 .-36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587-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公共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高雄市
441.406
臺中市歷史建築「潭子國小日式校
舍」修復暨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
陳柏年執行主持 .-- 第一版 .-- 臺中
市 :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11104 .-- 144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1-875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學校建築 2.CST: 歷史性建築
3.CST: 古蹟修護 4.CST: 臺中市
441.422
台 灣 優 質 建 築 . 22th = Formosa
excellent building. 22th / 馮智能總編
輯 .-- 新北市 : 亞信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 11104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0074-4-4 (平裝) NT$198 普
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441.5
強棒!圖表理解必勝寶典 建築物室內
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 法規篇 /
黃煇雲, 蘇純嬅編著 .-- 第 8 版 .-- 新
北市 : 金果數位內容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一讀就通
系列) .-- ISBN 978-986-06448-3-8 (平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營建法規 2.CST: 室內設計
3.CST: 施工管理 441.51
泥作工法百科全書 / 漂亮家居編輯
部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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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196 面; 25
公分 .-- (Solution book) .-- ISBN 978986-408-819-5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施工管理
3.CST: 室內設計 441.52
強棒!圖表理解必勝寶典 建築物室內
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 工法篇 /
黃煇雲, 蘇純嬅編著 .-- 第 8 版 .-- 新
北市 : 金果數位內容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一讀就通系列) .-ISBN 978-986-06448-1-4 (上冊:平裝)
NT$1200 .-- ISBN 978-986-06448-2-1
(下冊: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施工管理
441.52
強棒!系統理解術科完整題庫 : 建築
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 /
黃煇雲, 蘇純嬅編著 .-- 新北市 : 金果
數位內容有限公司, 11106 .-- 400 面;
23 公分 .-- (一讀就通系列) .-- ISBN
978-986-06448-4-5 (平裝) NT$668 普
遍級
1.CST: 施工管理 2.CST: 營建法規
3.CST: 室內設計 4.CST: 問題集
441.52022
工程圖學. 基礎篇 / 康仕仲, 張玉連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4 .-- 3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50-598-3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建築工程 2.CST: 工程圖學
441.521
圖解日式榫接 / 大工道具研究會著 ;
林書嫻譯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
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225-8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建築物構造 2.CST: 木工
441.553
鋼筋混凝土學了沒 / 歐陽編著 .-- 修
訂四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68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97-221-2 ( 平 裝 )
NT$720 普遍級
1.CST: 鋼筋混凝土 441.557
基本鋼結構桿件設計 : 極限狀態設
計法 / 曾世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8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23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鋼結構 2.CST: 結構工程
3.CST: 銲工 441.559
桃園市八德區黃氏長福堂修復工程
施工紀錄 / 吳昭慧計畫主持 .-- 桃園
市 : 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
學, 11105 .-- 43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12-8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三合院
3.CST: 古蹟修護 4.CST: 桃園市八德
區 441.59
基隆市市定古蹟劉銘傳隧道修復工
程工作報告書 / 楊仁江主持 .-- 第一
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文化局, 11103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7-29-1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隧道 2.CST: 古蹟修護 3.CST:
基隆市 441.9
地下鐵開工了 / 加古里子文.圖 ; 黃郁
文譯 .-- 二版 .-- 新北市 : 阿爾發國際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8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986-94131-83 (精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地下鐵路 2.CST: 鐵路工程
3.CST: 通俗作品 442.88
機動學 / 馮丁樹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161-5 (平裝附光碟片) NT$480 普遍級
1.CST: 機動學 446.013
汽車專業術語詞彙 / 趙志勇編著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5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166-0 (平裝) NT$540 普
遍級
1.CST: 汽車工程 2.CST: 術語
447.104
中華民國汽車保養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 聯 合 會 年 鑑 . 2022 = Chinese
automotive repair service association / 蔡
見喜總編輯 .-- 彰化縣花壇鄉 : 中華
民國汽車保養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 11105 .-- 20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91988-2-0 (精裝) NT$2800 普
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汽車保養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 2.CST: 汽車修理業
3.CST: 年鑑 447.169058
人氣車輛 100 款 / Group.Columbus 作 ;
彭智敏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

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2 面;
26 公分 .-- (快樂兒童系列 ; 7) .-- ISBN
978-986-461-286-4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車輛 2.CST: 運輸工具 3.CST:
通俗作品 447.18
世界飛機 100 種 / Group‧Columbus,
チャーリィ古庄作 ; 林庭安翻譯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人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52 面; 26 公分 .-- (快
樂兒童系列 ; 6) .-- ISBN 978-986-461287-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飛機 447.73
機電整合控制 : 多軸運動設計與應
用 / 施慶隆, 李文猶編著 .-- 六版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6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59-2 (平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機電整合 2.CST: 自動控制
448
台灣電網管理現況與未來展望 / 台
灣電力企業聯合會作 .-- 臺北市 : 台
灣電力企業聯合會, 11105 .-- 2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029-2-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電力事業 2.CST: 產業發展
3.CST: 臺灣 448.0933
航空工程之應用風力發電 / 周鑑恒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海峽前鋒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212-5-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風力發電 2.CST: 航空工程
448.165
高低頻變壓器設計 / 謝沐田編著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163-9 (平裝) NT$470 普
遍級
1.CST: 變壓器 448.23
電子學含實習滿分總複習 / 楊明豐,
高昱綸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93-3 (下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子工程 2.CST: 電子學
448.6
乙級數位電子學術科解析(使用
VHDL) / 林澄雄編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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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6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積體電路 2.CST: VHDL(電腦
硬體敘述語言) 448.62
半導體元件物理學 / 施敏, 李義明, 伍
國珏著 ; 顧鴻壽, 陳密譯 .-- 初版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5 .-- 672 面; 23 公分 .-- (電子電機
系列) .-- ISBN 978-986-5470-28-9 (上
冊: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半導體 448.65
圖解中國史 : 通信的故事 / 米萊童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64 面; 24 公分 .-ISBN 978-626-329-229-1 (精裝) 普遍
級
1.CST: 通訊工程 2.CST: 中國史
3.CST: 通俗史話 448.7
光纖通信與網路技術 / 賴柏洲編著 .- 四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154-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光纖電信 448.73
既會用也了解 : 最新一代 5G 核心技
術加強版 / 沈嘉, 杜忠達, 張治, 楊寧,
唐海等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
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8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07-1 (平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無線電通訊業 2.CST: 行動電
話 3.CST: 技術發展 4.CST: 產業分析
448.82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設 計 超 簡 單 : App
Inventor 2 初學特訓班(中文介面) / 文
淵閣工作室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4-182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行動電話 2.CST: 行動資訊
3.CST: 軟體研發 448.845029
圖形監控系統設計實務 / 方昭欽, 陳
致弘, 簡銘寬編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55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自動控制 448.9

市政工程；環保工程

詠續.永聚 : 美商傑明三十周年紀念
專刊 / 翁瑞祐文字撰稿 ; 葉雅琳總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美商傑明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1106 .-- 14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083-0-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2.CST: 環境工程
445.9
去碳化社會 : 從低碳到脫碳,尋求乾
淨能源打造綠色永續環境 /
InfoVisual 研究所作 ; 童小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96 面; 26 公分 .-- (SDGs
系列講堂) .-- ISBN 978-626-329-24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碳排放 2.CST: 再生能源
3.CST: 永續發展 445.92
臺灣大氣腐蝕劣化因子調查研究資
料年報. 2021 年 / 蔡立宏, 羅建明, 賴
瑞應, 莊凱迪, 黃宇謙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1105 .-10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1398-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大氣汙染防制 445.92
廢棄物清理法實務解析 / 楊翊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716-0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廢棄物處理 2.CST: 法規
445.99

應用化學；化工
香檳 : 絕美的氣泡和至高的工藝 / 潘
大鈞 David Pan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鈞太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ISBN
978-626-96077-0-9 ( 全 套 : 精 裝 )
NT$4500 普遍級
1.CST: 香檳酒 2.CST: 釀造 463.812
深杯子帶路!西班牙酒莊自在遊 : 在
地中海豔陽下,尋找屬於你的這杯酒
/ 王依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
文創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1 公
分 .-- (i 生活 ; 5) .-- ISBN 978-62696024-1-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葡萄酒 2.CST: 遊記 3.CST: 西
班牙 463.814
最新植物油效用指南 : 芳療複方、
手工皂、補充營養必備的 99 種天然
油脂! / 蘇珊.M.帕克(Susan M Parker)

著 ; 謝明珊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樹林出版社, 11105 .-- 360 面; 23 公
分 .-- (自然生活 ; 56) .-- ISBN 978-62695413-8-6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植物油脂 2.CST: 香精油
466.171
孟孟的好好用安心皂方 : 活用中藥、
食材、香氛入皂,45 款呵護肌膚的溫
柔提案 / 孟孟著 .-- 二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6 .-- 22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14-196-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肥皂 466.4

- ISBN 978-626-328-185-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微電腦 2.CST: 電腦程式語言
471.516
母帶後期處理全書 / 江夏正晃著 ; 王
意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
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0221-0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錄音工程 2.CST: 音響學
3.CST: 數位影音處理 471.9

化妝品學原理 / 李仰川, 詹馥妤編
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30-9 (平
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化粧品 466.7

金屬塑性加工學 / 余煥騰, 陳適範編
著 .-- 七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8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165-3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作法 2.CST: 塑性加工
472.1

香 水 聖 經 / 喬 瑟 芬 . 斐 麗 (Josephine
Fairley), 蘿娜.麥凱(Lorna McKay)著 ;
韓書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
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192 面; 26 公分 .-- (五感生
活 ; 48) .-- ISBN 978-986-459-406-1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香水 466.71

TRAVELER'S notebook 旅人筆記本品
牌誌 / TRAVELER'S COMPANY 作 ;
哲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07 .-- 144 面; 21 公分 .-(Sasugas ; KJ2062) .-- ISBN 978-986289-723-2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文具 479.9

製造

商業；各種營業

Flag's 創客.自造者工作坊 : 用 ESP32
x Arduino IDE 學機器學習 / 施威銘研
究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2-716-1 (平裝)
NT$1499 普遍級
1.CST: 微電腦 2.CST: 微處理機
3.CST: 電腦程式設計 4.CST: 機器學
習 471.516

小資男的米其林之旅 / 童榮地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7 .--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07-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餐飲業 2.CST: 餐廳 3.CST: 臺
灣 483.8

最實用業界專案精選 : 用 Spring Boot
和 Spring Cloud 頂級開發 / 姜橋著 .-初版 .-- 臺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04-0 (平裝) NT$880 普
遍級
1.CST: 微處理機 471.516
嵌入式系統(使用 Arduino) / 張延任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400 面; 26 公分 .34

餐旅美學專業人員 : 藍星認證試題
指南 / 盧碧蓮, 胡正方, 舒程, 許軒, 林
琳編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松根出版
社, 11105 .-- 11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62-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餐飲業 2.CST: 餐飲管理
3.CST: 美學 4.CST: 考試指南 483.8
半導體產業大廠布局與關鍵議題分
析 = Semiconductor / 鄭凱安, 潘建光,
林育烽, 楊可歆, 何心宇, 黃馨, 陳牧
風, 黃家怡, 吳駿驊, 劉智文, NIKKEI
ELECTRONICS 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11104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868-5 (平裝) NT$18000 普遍
級
1.CST: 半導體工業 2.CST: 市場分析
3.CST: 產業發展 484.51
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發展分析 =
Smart manufacturing / 陳俊宇, 盧冠芸,
張家輔, 劉雅琪, 蘇翰揚, 李亦晴, 日
經製造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11104 .- 2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81866-1 (平裝) NT$17200 普遍級
1.CST: 製造業 2.CST: 人工智慧
3.CST: 資訊科技 4.CST: 產業發展
487
編輯的創新與創業 : 日台韓越泰 61
個編輯創意團隊的實戰經驗 = New
generation editors file / 影山裕樹, 櫻井
祐, 石川琢也, 瀬下翔太, 須鼻美緒編
著 ; 李其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2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329574-7 (平裝) NT$599 普遍級
1.CST: 編輯 2.CST: 出版學 487.73
臺灣百年文學出版史 / 古遠清著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326 面; 23 公分 .-(文學研究叢書. 古遠清臺灣文學新
五書 ; 810YA8) .-- ISBN 978-986-478676-3 (平裝) NT$500 .-- ISBN 978-986478-677-0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出版業 2.CST: 歷史 3.CST: 臺
灣 487.7933
樂高 : 在競爭和模仿中打造世界第
一品牌的秘訣 / 蛯谷敏著 ; 連雪雅,
陳幼雯, 蘇文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0 公分 .-- (touch ; 73) .-- ISBN
978-626-7118-44-3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樂高集團 2.CST: 玩具業
3.CST: 企業經營 4.CST: 丹麥
487.85
數位旅宿營銷聖經 : 降本增效!後疫
旅宿生存關鍵 / 黃偉祥著 .-- 初版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麥浩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5 .-- 22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408-822-5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旅館業管理 2.CST: 旅館經營
489.2

商學
現代企業新價值 : 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開啟永續經營契機 / 胡志宏著 .-初版 .-- 嘉義縣民雄鄉 : 國立中正大
學企業管理學系出版 ; 臺北市 : 城邦
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32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055-9-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社會學 2.CST: 企業經營
490.15
主權區塊鏈 2.0 : 改變未來世界的新
力量 / 大數據戰略重點實驗室著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400 面; 23 公分 .-(大學叢書 ; 1700002) .-- ISBN 978986-478-671-8 (精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電子商務 2.CST: 產業發展
490.29
圖解中國史 : 商貿的故事 / 米萊童書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64 面; 24 公分 .-ISBN 978-626-329-228-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商業史 2.CST: 通俗史話
3.CST: 中國 490.92
點亮品牌之光. 3 / 優報導 youReport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優識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9942-2-4 (平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企業家 2.CST: 傳記 3.CST: 創
業 490.99
(技術士)主題式會計事務(人工記帳、
資訊)丙級技能檢定學科滿分題庫 /
林惠貞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3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66-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會計 495
乙級會計事務(人工記帳、資訊項)
學科題庫必通解析 / AR 會計研究工
作室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23-432-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會計 495

35

(記帳士)記帳士證照 21 天速成 / 賦誠
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7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80-7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會計法規 2.CST: 稅法 495.2
*審計新論= Auditing / 李宗黎, 林蕙
真著 .-- 第十一版 .-- 臺北市 : 証業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051 面; 26
公分 .-- (正業會審專業叢書 ; 第 5
號) .-- ISBN 978-986-99077-9-8 (平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審計學 495.9
ACL 資料分析與電腦稽核 / 黃士銘
編著 .-- 八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50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8-169-1 (平裝附
光碟片) NT$600 普遍級
1.CST: 審計 2.CST: 稽核 3.CST: 電腦
軟體 495.9029
元行銷 : 元宇宙時代的品牌行銷策
略,一切從零開始 / 王福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
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95075-4-2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行銷策略 2.CST: 品牌行銷
496
行動行銷的 12 堂關鍵必修課 / 胡昭
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4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3-105-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行銷傳播
3.CST: 行動資訊 496
國際行銷學 : 建構全球行銷能力 / 張
國雄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有限公司, 11105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92-35-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國際行銷 496
數位行銷 / 黃俊堯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04 .-- 4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92-3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網路行銷 2.CST: 行銷管理
496
個人品牌獲利關鍵 : 8 大藍圖打造
99%有效的數位行銷力,引爆變現的
複利效應 / 邁克.基姆(Mike Kim)作 ;
李翊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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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715-7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品牌 2.CST: 行銷策略
496.14

丙級門市服務術科講義 : 櫃檯作業
(微創 POS 系統) / 林宜編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80-6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商店管理 498.6

早川勝的銷售法則 : 打造超級業務
員的 100 個心法 / 早川勝作 ; 陳嗣庭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4 .-- 24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794-2-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企業管理

最強完銷勝經 / 王晴天著 .-- 初版 .-新北市 :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6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271-938-1 (平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銷售 2.CST: 銷售員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6.5
超圖解廣告學 / 戴國良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3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84-0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廣告學 497
廣告文案水平辭堂 : 以鑲嵌修辭為
前導的文本分析、教學與創作 / 邱
順應作 .-- 二版 .-- 臺中市 : 簡單生活
創意有限公司, 11105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276-3-2 (平裝)
NT$380 .-- ISBN 978-626-95276-4-9 (精
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廣告文案 2.CST: 廣告寫作
497.5
廣告文案水平辭堂命名別冊 : 台灣
房產建案命名的水平修辭分析與創
作 / 邱順應作 .-- 二版 .-- 臺中市 : 簡
單生活創意有限公司, 11105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276-5-6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廣告文案 2.CST: 廣告寫作
497.5
台灣廣告掌舵領航 /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
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397-5-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廣告業 2.CST: 人物志 3.CST:
歷史 4.CST: 臺灣 497.8

比看財報更精準的選股指標 : 鑑識
6,500 位社長的基金經理人珍藏筆記,
挑股票、跟老闆,公司有沒有前途?
比看財報還準 / 藤野英人作 ; 劉錦秀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
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Biz ;
395) .-- ISBN 978-626-7123-43-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經營分析
3.CST: 日本 494
打造新全球標準的亞洲商業模式 :
台積電、鴻海、小米、三星......從 30
家代表性企業的戰略看懂翻轉世界
的新勢力! / 村山宏著 ; 陳識中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43-7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企業 2.CST: 企業管理 3.CST:
亞洲 494
生態系競爭策略 : 以生態系為基礎,
企業進攻、防守、掌握時機和領導
力的最強策略工具 / 隆.艾德納(Ron
Adner)著 ; 黃庭敏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天下財
經 ; 456) .-- ISBN 978-986-398-760-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企業經營
3.CST: 策略規劃 494
設施管理手册. 第四册, 設施營運管
理 策 略 = The facility management
handbook / 林世俊, 沈明展, 黃士真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林 世 俊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01-00759 (上冊:平裝) NT$650 .-- ISBN 978626-01-0076-6 (下冊:平裝) NT$650 普
遍級
1.CST: 商業管理 2.CST: 組織管理
494
奧卡姆剃刀定律 / 楊知行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7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35-5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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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企業管理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
管理學 / 牛涵錚, 姜永淞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4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44-8 (平裝) NT$560 普
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
管理學 / 陳延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799-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494
管理學 : 觀光休閒服務管理導向 =
Management : tourism and leisure service
management orientation / 邱繼智, 黃榮
鵬著 .-- 五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5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96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管理科學 2.CST: 旅遊業管理
3.CST: 餐旅管理 494
億萬輸家 : 亞當.紐曼如何玩垮他的
跨國房地產帝國 WeWork / 里夫斯.威
德曼(Reeves Wiedeman)著 ; 吳凱琳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行路出版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352 面; 23 公分 .-- (Focus ;
29) .-- ISBN 978-626-95844-7-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紐曼(Neumann, Adam, 1979- )
2.CST: 企業經營 3.CST: 企業管理
494
掌握人心的 50 堂必修課 : 領導就要
懂心理學 / 藤田耕司著 ; 郭書妤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本事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411-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管理心理學 494.014
管理心理學 = Management psychology
/ 鄭芬姬, 吳政哲著 .-- 七版 .-- 臺北
市 : 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549-5-9 (平裝) NT$530 普遍級
1.CST: 管理心理學 494.014
台灣企業轉型革命學 : 從全球政治
經濟產業的典範轉移中找到企業升
級經營獲利的成功金鑰 / 陳宗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
11105 .-- 3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714-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經營 2.CST: 企業策略
3.CST: 組織管理 494.1
在家創個好生意 : 把點子變實質收
入的 22 堂創業課 / 凱若 Carol Chen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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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生活 ; BWL091) .-ISBN 978-986-525-563-3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1
即使憂鬱,也能創業活下去! / 林直人
著 ; 連雪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丘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00-2-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憂鬱症 2.CST: 創業 3.CST: 職
場成功法 494.1
我創業,我獨角. no.4 : #精實創業全紀
錄 , 商 業 模 式 全 攻 略 = UNIKORN
startup. 4 / 羅芷羚(Bella Luo)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獨角文化出版 : 獨角
傳媒國際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298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99756-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企業經營 3.CST:
商業管理 4.CST: 策略規劃 494.1
矽谷為什麼 : 41 位矽谷台灣人對創
新、創業、投資趨勢的第一手觀察
直送 / 詹益鑑, 謝凱婷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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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新商業周刊叢書 ; BW0802) .-- ISBN
978-626-318-270-7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創業 2.CST: 創業投資 3.CST:
企業管理 494.1
做個選擇高手 : 「最佳決策架構」
讓你認識自己,克服選擇障礙、猶豫
不決,奪回人生主導權 / 晏光中
(Timothy Yen)著 ; 張家瑞翻譯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826-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決策管理 2.CST: 成功法
494.1

商業分析 / 吳泰熙, 李緒東, 蕭宇翔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滄海圖書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3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050-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分析 2.CST: 資料探勘
3.CST: 決策管理 494.1
愛美是門好生意 : 獻給小資女的百
萬創業寶典 / 王瑞揚, 林沂蓁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
限公司, 11104 .-- 376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95075-6-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創業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1
藝術思考法 / 若宮和男著 ; 湯雅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Hello design) .-- ISBN 978626-335-321-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企業管理 2.CST: 思維方法
3.CST: 創造力 494.1
OKR 最重要的一堂課 : 一則商場寓
言,教你避開錯誤、成功打造高績效
團隊 / 克莉絲汀娜.渥德科(Christina
Wodtke)著 ; 劉一賜, 行雲會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
分 .-- (big ; 382) .-- ISBN 978-626-335382-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目標管理 2.CST: 策略規劃
494.17
成為新耶路撒冷型創業家 / 沃特.卓
普(Wouter Droppers)著 ; 王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天恩出版社, 11105 .-272 面; 21 公分 .-- (領導管理叢書) .-ISBN 978-986-277-338-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企業領導 2.CST: 基督徒
494.2
刺蝟法則 / 山浦一保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74-4-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組織管理 2.CST: 商務傳播
3.CST: 組織心理學 494.2
最有分寸溝通術 : 即使「你滾蛋!」
也能說得漂亮,成為職場人氣王(老中
老外都能通) / 派屈克.亞倫(Patrick
Alain)著 ; 陳松筠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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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4 .-- 3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623-3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1.CST: 商務傳播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2
馴心 : 東方哲學 X 西方教練,百大企
業高管搶著上的 10 堂課 / 錢慧如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iLead) .-- ISBN 978-957-658-829-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領導者 2.CST: 職場成功法
494.2
複利領導 : 簡單的事重複做,就會有
力量 / 賴婷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322-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領導者 2.CST: 組織管理
3.CST: 職場成功法 494.2
刪拾就定位,每走一步都珍貴 / 蔡侑
霖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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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35-320-6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改變說話習慣,讓主管一秒挺你 : 被
公司認可的優秀員工都在使用的說
話術 / 崔美英著 ; 尹嘉玄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樂園出版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Job ; 11) .-- ISBN 978-62695459-9-5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說話藝術
3.CST: 口才 494.35
高效能習慣 / 布蘭登.布夏德(Brendon
Burchard)著 ; 譚天譯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星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5 .-- 352 面; 21 公
分 .-- (財經商管 Biz ; 17) .-- ISBN 978626-95969-0-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工作效率
494.35
高彈性成長法則 / 蘇珊.亞斯佛(Susan
J. Ashford)著 ; 林麗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業周刊, 11105 .-- 28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099-45-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目標管理
3.CST: 自我實現 494.35

1.CST: 品質管理 2.CST: 統計方法
494.56

1.CST: 統計學 2.CST: 問題集
510.22

最強健身教練養成聖經 / 查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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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83-7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教練
494.35

風險危害評估 : 重點整理與經典題
庫解析 / 劉永宏, 陳毓軒編著 .-- 第四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專
技高考 .-- ISBN 978-626-337-081-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風險管理 494.6

Excel 統計分析實務 : 市場調查與資
料分析(適用 Excel 2021/2019) / 楊世
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5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4-17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統計套裝軟體 2.CST: 統計分
析 3.CST: 市場調查 4.CST: EXCEL
512.4

對付職場神經病的社畜生存指南 :
看穿難搞主管&戲精同事的行為,提
供 69 條心理&行動對策,打造百毒不
侵的職場機智生活! / 職涯導航網
Pathfindernet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財
經傳訊出版社, 11106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829-6-9 (平裝)
NT$39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494.35
職業生涯不留遺憾的 40 歲後的工作
術 / 石山恒貴作 ; 賴郁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 11105 .-- 224 面 ; 21 公 分 .-(Progrcss ; 18) .-- ISBN 978-957-741536-3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職場成功法 2.CST: 工作效率
494.35
社會團體 開會秘籍 / 林宣宏編著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5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05-76-4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會議管理 494.4
商用寫作大補帖 : 企劃書、簡報、
報告、會議紀錄與郵件,這樣現學現
用 / 白鳥和生著 ; 方嘉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Biz ;
398) .-- ISBN 978-626-7123-38-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文書處理 2.CST: 寫作法
494.45
統計品質管制 : 導論 =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 Douglas C.
Montgomery 原著 ; 王福琨, 黃川誌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約翰威立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91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30-07-0 (平裝)
普遍級

課本沒教的加減乘除 : 我要怎樣存
錢才能快樂活到 100 歲 / 黃崇哲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11104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99-23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財務金融 2.CST: 財務管理
494.7

社會科學類
總論
數據的假象 : 科學盲也能駕馭數據
資料、識別假消息、讀懂政經新聞、
制定聰明決策 / 卡爾. 伯格斯特姆
(Carl Bergstrom), 賈 文 . 威 斯 特 (Jevin
West)著 ; 穆思婕, 沈聿德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天下
財經) .-- ISBN 978-986-398-762-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科學 2.CST: 大數據
3.CST: 資料處理 501.29
這個世界運作的真相 : 以數據解析
人類經濟和生存的困局與機會 / 瓦
茲拉夫.史密爾(Vaclav Smil)著 ; 李宜
懃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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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面;
21 公 分 .-- ( 新 商 業 周 刊 叢 書 ;
BW0801) .-- ISBN 978-626-318-263-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社會科學 2.CST: 科學技術
3.CST: 人類生態學 501.6

統計
研究所講重點(統計學 700 題) / 張翔
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784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7-199-9 (平裝)
NT$6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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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想 像 教 育 的 未 來 / 肯 . 羅賓 森 (Ken
Robinson), 凱特.羅賓森(Kate Robinson)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心理勵志 ; BBP472) .-ISBN 978-986-525-598-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教育改革 2.CST: 創造力
3.CST: 創造性思考 520
什麼都能教的最高教學法 : 要當一
位好老師,必須先成為一位好的學習
者「教」&「學」相互促進、共同
成長 / 彼得.霍林斯(Peter Hollins)著 ;
曾秀鈴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出
版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1 公
分 .-- (Guide book ; 381) .-- ISBN 978626-320-127-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學習方法 2.CST: 學習策略
521.1
運用「專題導向之問題本位學習法」
提升新媒體行銷職能之教學實踐 /
王正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科技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桃園市] : 成
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55565-7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教學理論 2.CST: 教學策略
3.CST: 課程規劃設計 4.CST: 教學法
521.4
貓咪偵探之找尋線索大挑戰 / 保羅.
馬丁(Paul Martin) 作 ; 卡蜜兒. 羅伊
(Camille Roy)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
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521-558-3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兒童遊戲 2.CST: 益智遊戲
523.13

升級孩子的語言力 : 光光老師 X 美
希老師的 40 堂語言發展課 / 光光老
師(廖笙光), 美希老師(葉美希)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70-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幼兒語言發展 2.CST: 語文教
學 523.16
*(教師甄試)公幼教保員專業科目關
鍵突破 / 謝坤鐘編著 .-- 第十一版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39-5 (平裝)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523.2
幼兒學習環境規劃理論與實務 : 生
命生態系統觀 / 戴文青著 .-- 初版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92 面; 26 公分 .-- (幼兒教育
系列) .-- ISBN 978-986-0744-79-8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學習環境
3.CST: 幼稚園 523.2
Coodee 機器人運算思維 : 太空大冒
險 / 齊可心作 .-- 初版 .-- 基隆市 : 睿
思特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8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89-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初等教育
523.23
Coodee 機器人運算思維 : 海島大冒
險 / 齊可心作 .-- 初版 .-- 基隆市 : 睿
思特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089-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初等教育
523.23
幼兒科學教育 : 邁向 STEM 新趨勢 /
周淑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50 面;
23 公分 .-- (幼兒教育系列) .-- ISBN
978-986-0744-82-8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科學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523.23
幼兒聽覺藝術教材教法 : 玩出關鍵
素養 / 廖美瑩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600 面; 26 公分 .-- (幼兒教育系列 ;
51223) .-- ISBN 978-986-0744-80-4 (平
裝) NT$1100 普遍級

1.CST: 音樂教學法 2.CST: 幼兒教育
523.23
在家的蒙特梭利 : 協調與生活技活
動,培養創造力的自信小孩 / 馬雅.皮
塔明克(Maja Pitamic)著 ; 賴姵瑜譯 .-初版 .-- 臺北市 : 新手父母出版,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176 面; 23
公分 .-- (好家教系列 ; SH0171) .-ISBN 978-626-7008-18-8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學前教育 2.CST: 蒙特梭利教
學法 3.CST: 親子遊戲 523.23
寶寶生活日記 / 吳嫦娥著 .-- 初版 .-[高雄市] : 藍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041-7-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幼教工作者 2.CST: 幼兒保育
3.CST: 親師關係 523.26
IPOE 創客教育領航寶典 / 趙珩宇, 李
宗翰, 蔡仲敏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2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43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創造思考教學 2.CST: 科技教
育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
閱讀作文基本能力訓練 / 賴慶雄編
著 .--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105 .- 15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423-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語文教學 2.CST: 閱讀指導
3.CST: 小學教學 523.31
不再會錯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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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 面; 30 公分 .-(小學生認字通 ; 3)(小學生句詞通 ;
3) .-- ISBN 978-626-313-05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小學教學 523.311
從書寫生活開始,讓作文成為孩子帶
得走的能力 / 孫瑀禪, 張筑鈞, 謝孟芸
合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1106 .-- 240 面; 23 公分 .-- (知識館 ;
K019) .-- ISBN 978-986-06862-9-6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寫作法
523.313
讀寫棒棒堂. 中階 : 從閱讀達人到寫
作高手 / 林美琴作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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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3 公分 .-- (小魯優質教學 ;
BGT079) .-- ISBN 978-957-490-568-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作文 3.CST:
閱讀指導 4.CST: 小學教學 523.313
看漫畫輕鬆記住小學生 500 個英文
單字 : 不只好記,還知道什麼情況用!
/ Jin Kim 原著 ; 郭盈孜譯 .-- 初版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12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324-17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中小學教育 523.318
美國小學生常用生活美語 / Richard
Howland, 張耀仁作 .-- 二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1-74-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會話 3.CST:
小學教學 523.318
社調高手 : 從研究到發表教師手冊 /
侯雅齡, 李家兆, 王秀芳, 吳妮真, 李
芝誼, 林逸儂, 侯貞伊, 柯宜礽, 張凱
茵, 蔡佩蓉作 ; 侯雅齡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05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50-1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社會科教學 2.CST: 自主學習
3.CST: 初等教育 523.35
Google 遨遊網路天空萬花筒 / 創意無
限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無限可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無限可能創意最
佳學習叢書) .-- ISBN 978-986-704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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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ress 7.X 簡報投影樂園萬花筒 / 創
意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無限可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無限可能
創意最佳學習叢書) .-- ISBN 978-62696036-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LibreOffice(電腦程式) 3.CST: 小學教
學 523.38
PowerPoint 2021 小創客做簡報 / 蘇清
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全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398-4-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中小學教育
3.CST: PowerPoint 2021(電腦程式)
523.38

26 公分 .-- ISBN 978-986-7042-97-2 (平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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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Point 2021 簡報萬花筒 / 創意無
限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無限可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無限可能創意最
佳學習叢書) .-- ISBN 978-986-70429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PowerPoint
2021(電腦程式) 3.CST: 小學教學
523.38

人間仙境~咱ㄟ太平山 : 太平國小紀
念專輯 / 許文華編著 ; 太平國小師生
合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宇果藝文有
限公司, 11106 .-- 621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96010-0-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宜蘭縣太平山太平國民小學
523.833/107

Windows 11 電腦入門輕鬆學 / 蘇清得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宏全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398-2-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WINDOWS(電腦程式) 3.CST: 作業系
統 4.CST: 小學教學 523.38
Word 2021 小創客輕鬆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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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398-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中小學教育
3.CST: WORD 2021(電腦程式)
523.38
Word 2021 文書萬花筒 / 創意無限編
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無限
可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無限可能創意最佳學
習 叢 書 ) .-- ISBN 978-986-7042-9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小學教學
3.CST: WORD 2021(電腦程式)
523.38
Writer 7.X 文書小園地萬花筒 / 創意
無限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無限可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無限可能
創意最佳學習叢書) .-- ISBN 978-9867042-9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電腦教育 2.CST:
LibreOffice(電腦程式) 3.CST: 小學教
學 523.38
程式設計 Micro:bit V2 萬花筒 / 蔡佳
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無限可能
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蓬萊壹百 : 苗栗縣蓬萊國民小學創
校百週年紀念專刊 / 林育葦執行編
輯 .-- 苗栗縣南庄鄉 : 苗栗縣南庄鄉
蓬萊國民小學, 11104 .-- 2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70-12-3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國民小學
523.833/113
高雄市國中學生獨立研究專輯. 第 24
輯, 110 年度國中學生獨立研究作品
集 / 黃金花總編輯 .-- 高雄市 : 高雄
市政府教育局, 11104 .-- 28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465-8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等教育 524.3
專題實作 / 曾嘉豪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385-28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等教育 2.CST: 教學法
3.CST: 課程規劃設計 524.3
(素養學堂)超速效!9 招心法快速提升
學測國綜+國寫實力 / 廖筱雯編著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64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4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文科 2.CST: 作文 3.CST: 寫
作法 4.CST: 中等教育 524.31
文遠作品集. 第九輯 / 居仁國中國文
科編 .-- 第一版 .-- 臺中市 : 臺中市立
居仁國民中學, 11105 .-- 165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001-93-6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教學 2.CST: 作文 3.CST:
中等教育 524.313
火鍋奇幻物語 : 國中自然科一日特
訓 / 曾明騰文 ; 米巡, 步烏圖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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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新北市 : 快樂文化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144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60-2-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自然科 2.CST: 中等教育
524.36
(圖解+拆解)國高中英文文法總整理
/ 安河內哲也著 ; 劉芳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6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220-8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語法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高中英文必考單字 2000(背誦本) / 施
孝 昌 著 .-- 新 北 市 : 布 可 屋 文 化 ,
11105 .-- 2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5544-87-4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299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字彙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高中職英文學習歷程報告範例 / 黃
玉敏, 黃玉蒨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45-984-1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中等教育
524.38
國中英文閱讀素養課 / 林昭夏編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升學系列 ; 3) .-- ISBN
978-986-5544-86-7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4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讀本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國中會考滿分單字 1000 / 施孝昌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升學系列 ; 4) .-- ISBN
978-986-5544-85-0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40 普遍級
1.CST: 英語教學 2.CST: 詞彙 3.CST:
中等教育 524.38
推展高中家政新課綱 : 家政教學錦
囊第十六袋 : 家政教學 x 設計思考開啟跨世代家庭共餐新體驗 / 王屏,
何定芩, 林秋慧, 林羣芳, 邱奕嫺, 范
穎芳, 曾慶玲, 黃子芸, 黃思華, 黃靖
云, 葉明芬撰寫 .-- 臺南市 : 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家政學科中心(國立臺南
女子高級中學), 11104 .-- 9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06-4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家政教育 2.CST: 中等教育
524.39
公民行動方案. 2 : 教師手冊 /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原著 ; 吳愛頡譯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民間公民
與法治教育基金會, 11106 .-- 1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461-6-8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公民教育 2.CST: 公共政策
3.CST: 中學課程 524.45
公民行動方案. 2 : 學生手冊 /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原著 ; 吳愛頡譯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民間公民
與法治教育基金會, 11106 .-- 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7461-7-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公民教育 2.CST: 公共政策
3.CST: 中學課程 524.45
一百年成功 千萬載光榮 : 臺北市立
成功高級中學創校一百週年校慶紀
念特刊 / 蘇青葉總編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144-053 (全套: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524.833/101
新舊政權夾縫中的臺灣省立臺北高
級 中 學 (1945-1949) = Research of
Taiwan Provincial Taipei Senior High
School under regime transition from
1945 to 1949 / 賴冠妏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11106 .-- 30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624-84-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
2.CST: 歷史 524.833/101
正 念 引 導 的 基 礎 與 實 務 =
Mindfulness facilitation : fundamentals
and practicum / 溫宗堃, 陳秀蓉, 劉子
鍵合著 ; 陳秀蓉, 劉子鍵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3 公分 .-- (高等教育
系列) .-- ISBN 978-957-511-724-5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認知心理學 2.CST: 注意力
3.CST: 教學法 4.CST: 高等教育
525.3
大學是社會公器或私人產業? / 黃秋
雄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秋雨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7120-89-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學校管理
3.CST: 學校行政 525.6

市 :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
心, 11103 .-- 5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04-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成功大學 525.833/127

甄戰大學 : 決戰新課綱(外語學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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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2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7-205-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大學入學 2.CST: 入學甄試
525.611

*輔英科技大學社會責任永續報告書.
2021 = 2021 Fooyin University social
respo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 / 蔣
立中總編輯 .-- 高雄市 : 輔英科技大
學, 11103 .-- 124 面; 30X21 公分 .-ISBN 978-986-90928-9-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輔英科技大學 525.833/131

甄戰大學 : 決戰新課綱(藝術學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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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7-207-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大學入學 2.CST: 入學甄試
525.611
夢想高教新視界 : 實驗高教的國際
視野 / 成虹飛, 戎培芬, 李灝正, 徐永
康, 楊逸帆, 詹志禹, 鄭同僚, 薛曉華,
謝小芩, 鍾明倫作 .-- 新北市 : 台灣另
類暨實驗教育學會, 11104 .-- 3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86974-1-6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高等教育 2.CST: 教育制度
3.CST: 教育實驗 525.7
清華十二景 / 楊國華等著 .-- 初版 .-臺北市 :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50 面; 23 公分 .-- (文化中
國 ; CCE02) .-- ISBN 978-986-388-1575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校園 525.8211/101
百年學思路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
慶 專 刊 = A century of intellectual
thought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anniversary special
publication / 百年校慶專刊編纂委員
會[編纂]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11106 .-- 冊 .-ISBN 978-986-5624-81-1 (上冊:精裝) .- ISBN 978-986-5624-82-8 ( 下 冊 : 精
裝) .-- ISBN 978-986-5624-83-5 (全套:
精裝) NT$4000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25.833/101
咱行 ê 路 牽手成行 : 國立成功大學
2021 年 大 學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書 =
NCKU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nual report 2021 / 國立成功大學人
文社會科學中心編著 .-- 初版 .-- 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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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校園工程標準作業指引
= Taipei City Government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for
campus engineering / 黃一正, 許伯辰,
粘志偉, 曾秉揚, 林世浩, 朱文華編
修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政府,
11103 .-- 18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144-07-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學校工程 2.CST: 作業管理
527.5
代謝症候群暨高危險群疾病手冊(教
師版)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 11104 .-- 52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7137-10-9 (平裝) NT$25
普遍級
1.CST: 新陳代謝疾病 2.CST: 學校衛
生 3.CST: 學校管理 527.7
同心守護校園慢性病童推廣手冊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 11104 .-- 13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08-6 (平裝) NT$50 普遍
級
1.CST: 慢性病防治 2.CST: 學校衛生
3.CST: 學校管理 527.7
校園主要慢性病防治及個案管理實
務工作手冊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 11104 .-- 8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09-3 (平裝)
NT$25 普遍級
1.CST: 慢性病防治 2.CST: 學校衛生
3.CST: 學校管理 527.7
同窗同行五十載 : 淡江企管 50 週年
同學會紀念冊 / 淡江企管 B 班編輯
委員會[編輯] .-- [臺北市] : 蔡麗鳳,
11105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983-3 (精裝) 普遍級

1.CST: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2.CST: 同學會 527.85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健腦法
3.CST: 子女教育 528.2

我和我的超酷女鵝們 : 用媒體人設
打造學習履歷 / 張天雄作 .-- 初版 .-高雄市 :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11104 .-- 2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24-1-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給不小心又對孩子大吼大叫的你 :
愛 的教 育 ≠放 任, 向孩 子好 好傳 達
「不可以」,勝過糖與鞭子的管教法
/ 崔旼俊著 ;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親子田系
列 ; 52) .-- ISBN 978-986-507-841-6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育兒 528.2

每個孩子都能學好規矩 / 安妮特.卡
司特尚作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00 面;
19 公分 .-- (家庭與生活 ; 80) .-- ISBN
978-626-305-233-8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1.CST: 家庭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茁壯成長!成功孩子的七大性格力量 :
揭開孩子卓越出色的關鍵!培養心理
韌性、樂觀態度和全人精神 / 蜜雪
兒.玻芭(Michele Borba)著 ; 陳玫妏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84 面; 23 公
分 .-- (高 EQ 父母 ; 88) .-- ISBN 978626-7089-93-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3.CST: 性格 528.2
終於開始反抗了 / 汪培珽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愛孩子愛自己, 11105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5993-0-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關係
528.2

精準教育 : 讓孩子贏在天賦與天性 /
蔡子申編著 .-- 臺北市 : 卓越全球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072-0-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練心 : 李崇建與雨果幼兒園的薩提
爾教育實踐 / 李崇建, 林文煌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學
習與教育 ; 232) .-- ISBN 978-626-305224-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贏在終點 / 李定智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86-3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子女教育
528.2

透過正向教養,讓「容易放棄的孩子」
變成「堅持到底的孩子」 / 岡崎大
輔作 ; 陳姵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9-252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家庭教育
528.2

你家的小孩是不是永遠在問為什麼 :
我也想回答啊!但我也不知道答案......
一本書巧妙回答孩子的 255 個問題 /
李麗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5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20-9 (平裝) NT$330 普遍級
1.CST: 親職教育 2.CST: 親子溝通
3.CST: 問題集 528.2022

最高腦科學教養 : 後設認知 X 心理
安全,培育次世代人才的關鍵要素 /
工藤勇一, 青砥瑞人作 ; 林安慧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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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1 公分 .-- (Sasugas ;
KJ2061) .-- ISBN 978-986-289-711-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小學生的煩惱. 1, 控制不住怒氣怎麼
辦? / 安藤俊介監修 ; 鈴木理繪子漫
畫 ; 吳嘉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廣泛閱讀) .-- ISBN 978-626-714006-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情緒管理
5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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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的煩惱. 2, 如何從低潮重新振
作? / 小玉正博監修 ; Kiriko 漫畫 ; 吳
嘉芳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熊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廣泛
閱讀) .-- ISBN 978-626-7140-14-7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情緒管理
528.33
全國兒童樂園, 基礎版. 20, 天氣變變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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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40 面; 24X24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5507-7-7 (平裝附
光碟片) 普遍級
1.CST: 生活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SHTB: 認知發展--0-3 歲幼兒讀物
528.33
當冬日來臨,我聽見花開的聲音 / 福
智文化編輯室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亮點 ; 1) .-- ISBN 978626-95909-1-9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生命教育 2.CST: 通俗作品
528.59
築一條與你同行的長路 / 福智文化
編輯室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福智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2
公分 .-- (亮點 ; 7) .-- ISBN 978-62695909-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生命教育 2.CST: 通俗作品
528.59
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 / 旗立財經研
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ISBN
978-986-385-299-5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385-300-8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教育 2.CST: 技職教育
528.831
專題實作與創意秘笈 : 商業與管理
群適用 / 林淑芬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2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3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管理 2.CST: 技職教育
528.831
數位科技概論&數位科技應用滿分
總複習 /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著 .-- 再
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5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9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教育 2.CST: 數位科技
3.CST: 技職教育 528.831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70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39-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體育 528.9

數位科技應用滿分總複習 / 旗立資
訊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
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91-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資訊教育 2.CST: 數位科技
3.CST: 技職教育 528.831

運動營養學 / 許美智, 詹貴惠, 錢桂玉,
李淑玲作 .-- 三版 .-- 臺北市 : 華都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4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16-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運動營養學 528.9013

餐飲服務技術滿分總複習 / 旗立餐
旅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
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97-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餐飲業 2.CST: 餐飲管理
3.CST: 技職教育 528.831
觀光餐旅業導論滿分總複習 / 王雅
惠, 李英端, 旗立餐旅研究室編著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5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298-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休閒教育 2.CST: 餐飲管理
3.CST: 技職教育 528.831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 基於 ARM
CORTEX-M0+ / 林全財, 王志中, 吳進
誠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秉華科技
有限公司, 11104 .-- 437 面; 30 公分 .-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
群 .-- ISBN 978-986-87090-4-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微處理機 2.CST: 技職教育
528.8359
以知識建構方式進行專題導向式教
學之實證研究 : 以行銷課程為例 / 樊
祖燁著 .-- 臺北市 : 樊祖燁, 11105 .-6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0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技職教育 2.CST: 問題導向學
習 3.CST: 教學法 528.85
南工八十週年校慶活動紀念特刊暨
南工青年 160 期 / 鄭俊廷主編 .-- 臺
南市 :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105 .--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1-52-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28.8833/129
全民瘋運動 : 起源 X 場地 X 規則 X
專業術語,100 種體育常識一本通 / 蔡
宗諺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怪獸肌力及體能訓練手冊 = Monster
training :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training manual / 何立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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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8 面; 28 公分 .-- (Strength
& conditioning ; 3) .-- ISBN 978-6267092-35-4 (平裝) NT$780 普遍級
1.CST: 運動訓練 2.CST: 體能訓練
3.CST: 肌肉 528.923
減法訓練 : 打破運動量迷思,科學化
高效體能訓練 / 廖歆迪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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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89718-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運動訓練 2.CST: 體能訓練
528.923
*光輝不再 / 金竟仔, 嘉安, 剛田武合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
有限公司, 11104 .-- 21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94-6 ( 平 裝 )
NT$370 普遍級
1.CST: 足球 2.CST: 通俗作品
528.951
中華民國槌球運動發展紀實 =
History of Taiwan's gateball / 吳當總編
輯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槌球協會,
11104 .-- 2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3447-5-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槌球 2.CST: 歷史 3.CST: 臺灣
528.959
癡博士習武 39 講 / 宋嘉寧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6 .-- 268 面; 21 公分 .-- (武學釋
典 ; 56) .-- ISBN 978-986-346-368-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武術 528.97
認我行點字教學法 : 個別化意義中
心取向的點 字素養教育 / Dian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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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msley 著 ; 王聖維, 林祐鳳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00 面; 23 公分 .-- (障
礙教育系列) .-- ISBN 978-986-074478-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視障教育 2.CST: 教學法
529.655
學齡前 2 至 6 歲教保服務人員手語
手冊 /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11104 .-- 1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6-47-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聽障教育 2.CST: 學前教育
3.CST: 手語 529.67

禮俗；民族學
象徵與體物 : 先秦兩漢禮儀中的修
身 與 教 化 觀 = Symbols and bodily
senses : self-cultiv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ritual in pre-Qin and
Han China / 林素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 國
立臺灣大學發行, 11105 .-- 426 面; 23
公分 .-- (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
11) .-- ISBN 978-986-350-599-0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禮儀 2.CST: 文化研究 3.CST:
先秦史 4.CST: 秦漢史 530.92
嘉義安溪寮陳釧公世系慎終追遠錄 /
陳玉振著 .-- 高雄市 : 陳玉振, 11105 .- 7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078-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陳氏 2.CST: 家禮 3.CST: 祭祖
534.1
邊陲日本 / 內田樹著 ; 徐雪蓉譯 .-- 三
版 .-- 新北市 :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新世
紀 叢 書 ) .-- ISBN 978-986-360-190-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民族性 2.CST: 民族文化
3.CST: 地緣政治 4.CST: 日本
535.731
北美客家社團網絡與社群 / 張翰璧,
蔡芬芳, 張陳基, 張維安, 戴國焜著 .-初版 .-- 高雄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3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732-663-8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機關團體 3.CST:
移民史 4.CST: 北美洲 536.211

台馬客家帶的族群關係 : 和諧、區
隔、緊張與衝突 / 蕭新煌, 張翰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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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528 面;
21 公分 .-- (海外客家研究叢書) .-ISBN 978-986-5659-43-1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客家 2.CST: 民族文化 3.CST:
區域研究 4.CST: 文集 5.CST: 臺灣
6.CST: 馬來西亞 536.21107
臺灣原住民族祭典與傳統體育 / 伍
木成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伍木成,
1110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047-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原住民族 2.CST: 祭禮
3.CST: 體育 536.33
南島起源 : 2019 南島語言復振國際
論壇實錄 = O nalacolan no Nan-taw :
nikaainian no kasakitakit a mipalowad to
sowal no Nan-taw i 2019 a mihecaan =
The Origins of the Austronesians : Papers
from 2019 International Austronesian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Forum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11105 .-- 400 面; 23 公分 .-- 彩圖版;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5435-64-6 (平
裝) NT$650 .-- ISBN 978-986-5435-639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南島民族 2.CST: 文集
536.3907
中國裝束 / 左丘萌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974-3-7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服飾 2.CST: 社會生活 3.CST:
唐代 538.12
福爾摩沙時尚圖鑑 : 大襟衫、馬面
裙、三把頭、剪鉸眉、燈籠褲、瑪
莉珍鞋......三百年的台灣潮服誌 / 台
灣服飾誌著 ; 阿毛子繪 .-- 初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630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服飾 2.CST: 歷史 3.CST: 臺灣
538.1833
節慶故事 = Festival stories / 陳俐妤編
著 ; 久久童画工房繪圖 .-- 初版 .-- 臺
南市 :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96 面; 17X16 公分 .-- (故事
小百科 ; 3)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13-051-7 (精裝) 普遍級

1.CST: 節日 2.CST: 通俗作品

538.5

中國人的節慶典故 / 吳靖作 ; 黃玲瑩
繪圖 .-- 二版 .-- 新北市 : 國語週刊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96 面;
26 公分 .-- (臺灣兒童系列 ; 1) .-- ISBN
978-986-06995-3-1 (精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節日 2.CST: 通俗作品 3.CST:
中國 538.52
從過節開始創造幸福 : 16 個最具代
表性的中國傳統節日 / 陳玉新編 .-初版 .-- 新北市 : 新文創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5 .-- 22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9068-60-4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節日 2.CST: 中國 538.52
布朗克 : 激!南北龍舟大亂鬥 / 妙蒜
小農故事.插畫 .-- 初版 .-- 臺北市 : 妙
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5 .-- 44 面 ;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06949-5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端午節 2.CST: 歲時習俗
3.CST: 繪本 4.CST: 臺灣 538.594
魚翅與花椒 : 國際川菜權威扶霞的
飲 饌 起 點 / 扶 霞 . 鄧 洛 普 (Fuchsia
Dunlop)著 ; 鍾沛君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貓頭鷹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
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106 .-- 336 面; 21 公分 .-- (貓頭
鷹書房 ; 52) .-- ISBN 978-986-262-551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飲食風俗 2.CST: 文化 3.CST:
烹飪 4.CST: 中國 538.782
臺灣人的鄉土民俗 / 潘雅琳, 吳靖作 ;
黃玲瑩繪圖 .-- 二版 .-- 新北市 : 國語
週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96 面; 26 公分 .-- (臺灣兒童系列 ;
2) .-- ISBN 978-986-06995-4-8 (精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臺灣民俗 2.CST: 節氣 3.CST:
民間信仰 538.833

社會學
轉型正義與法制 / 羅承宗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
司, 11104 .-- 24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572-4-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社會正義 2.CST: 法制 3.CST:
文集 54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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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選擇 / 馬克.卡尼(Mark Carney)
作 ; 陳昌儀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6 .-- 300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14-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社會價值 2.CST: 宏觀社會學
540.23
台灣文明進程的落實 : 試論台灣文
學如何成為文明/公民性的轉渡者 /
葛尹風, 許綺玲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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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659-44-8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文明 2.CST: 公民文化 3.CST:
臺灣文學 541.2
多元文化主義 : 牛津非常短講系列. 6
/ 阿里.拉坦希(Ali Rattansi)著 ; 吳家恆,
傅士哲, 非爾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72 面; 20 公
分 .-- (左岸政治 ; 343) .-- ISBN 978626-96063-5-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多元文化 2.CST: 多元文化主
義 541.2
歷史建築修復方法論之探討 : 以人
為本之城市文化資產保存與修復行
動實踐 = A study on the methodology of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 a
humanist approach on action and practice
of urba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 高小倩著 .-- 初版 .-雲林縣斗六市 : 高小倩, 11107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551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文化資
產維護 3.CST: 歷史性建築 541.27
有形與無形之間 : 跨越科際的文化
資產保存 / 朱堉銓, 江篠萱, 榮芳杰,
林小渝, 洪琳茹, 莊凱証, 陳儀芬, 游
雅婷, 許勝發, 黃少妤, 黃慧真, 張崑
振, 葉素伶, 劉秋蘭, 蔡榮任, 錢宛孜,
吳南葳, 藍志玟, 羅又睿作 ; 張崑振,
吳南葳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 11104 .-- 2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95299-2-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文化資產保存 2.CST: 文集
541.2707

國際文創盃. 2021 第八屆 / 吳敏榮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華格那企業有
限公司, 11104 .-- 162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362-867-5 ( 平 裝 )
NT$1269 普遍級
1.CST: 文化產業 2.CST: 創意
541.29
你以為你在管理,其實你在做自己 :
美國最搶手的商業導師教你用 5 件
事,成為頂尖領導者 / 派屈克.蘭奇歐
尼(Patrick Lencioni)著 ; 梁東屏譯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
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9-2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領導者 2.CST: 領導理論
541.776
公平 : 這樣分蛋糕行不行? / 素淵作 ;
金真花繪 ; 陳靖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出版 : 台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96 面; 22 公
分 .-- ISBN 978-986-5588-8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團體意識 2.CST: 集體共識
541.78
假新聞下的媒體認知理論與新聞媒
體識讀研究 / 黃兆璽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6 .-- 200 面; 21
公分 .-- (新.座標 ; 37) .-- BOD 版 .-ISBN 978-626-7128-13-8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新聞學 2.CST: 大眾傳播
3.CST: 傳播研究 541.83
「匯流下組織再造、平台、議題」
論文集 / 彭芸, 葉志良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風雲論壇有限公司,
11105 .-- 340 面; 23 公分 .-- (傳播學叢
書 ; 78) .-- ISBN 978-986-6893-95-7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傳播產業 2.CST: 數位傳播
3.CST: 傳播管理 4.CST: 文集
541.8307
專業證照於勞動市場效用研究 : 以
金融相關證照為例 = A study on the
utility of professional license in the labor
market : using financial-related licenses
as a case study / 楊裕如, 劉錦添研究
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1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54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金融業 2.CST: 證照制度
3.CST: 人力資源調查 542.71
勞 動 部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年 報 . 110 =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Ministry of Labor 2021 annual report / 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編 .-- 初版 .-- 新北
市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1104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57-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職業訓練 2.CST: 就業輔導
3.CST: 職業輔導 542.75
(技術士)就業服務乙級技能檢定學
術科考照祕笈 / 珍妮編著 .-- 第九
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784 面; 29 公分 .-ISBN 978-626-337-061-6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就業 2.CST: 勞動法規 3.CST:
考試指南 542.77
最新版就業服務乙級檢定完勝攻略 :
完整學術科解析 / 賴秋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6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5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就業 2.CST: 勞動法規 3.CST:
考試指南 542.77
銀髮人才在地就業措施與做法之探
討 = Research of employment measures
for silver-haired workers working locally
/ 鄭淑芳, 周玟琪, 郝鳳鳴, 林宜諠, 游
鎮豪, 陳冠良, 龍若蘭, 陳桓維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185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56-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勞工就業 2.CST: 勞動政策
3.CST: 高齡勞工 542.77
沒有媽媽的女兒 : 不曾消失的母愛 /
荷波.艾德蔓(Hope Edelman)著 ; 賴許
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452 面;
22 公分 .-- (眾生 ; JP0197) .-- ISBN
978-626-95939-6-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母愛缺失 2.CST: 親子關係
3.CST: 女性心理學 544.1
單親,我們可以的! : 走過挫折與無
助,75 位單親媽媽愛與勇氣的真情告
白 / 瑪莉卡.林登姆(Marika Lind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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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若.杜姆斯尼(Cheryl Dumesnil), 朵
梅妮卡.魯塔(Domenica Ruta), 凱薩琳.
修恩克(Katherine Shonk)作 ; 謝靜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84 面; 21 公
分 .-- (大好時光 ; 59) .-- ISBN 978-6267089-95-8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單親家庭 2.CST: 母親 3.CST:
通俗作品 544.168
我對抗跟蹤狂的七百天戰爭 / 內澤
旬子作 ; 林詠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凌宇有限公司, 11106 .-- 40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891-2-8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戀愛 2.CST: 兩性關係 3.CST:
法律救濟 544.37
那些愛情裡,我們所受過的傷 : 避開
關係的誤區,找回愛自己與愛人的能
力 / 小妮子(Anny)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19-7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戀愛心理學 2.CST: 兩性關係
544.37014
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 : 在流行
文化中被架空的女性主義 / 安蒂.柴
斯勒(Andi Zeisler)著 ; 周彧廷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21 公
分 .-- (next ; 305) .-- ISBN 978-626-335388-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女性主義 2.CST: 媒體
544.52
性別社會學 : 性別作為範疇、理論
與實作 / 周碧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4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性別研究 2.CST: 女性主義
3.CST: 社會學 544.7
性的奇妙歷史 : 聖妓、英國雨衣與
閃亮的尿液,連性學大師都(可能)要
跪著讀的情慾讀本 / 凱特.李斯特
(Kate Liste)著 ; 林楸燕譯 .-- 初版 .-臺北市 : 日出出版 : 大雁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44-46-9 (平裝)
NT$650 限制級
1.CST: 性學 2.CST: 歷史 544.709
華燈之下 : 條通媽媽桑的歡場回憶
錄 / 敦子媽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叢 ; 316) .-- ISBN
978-986-133-82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特種營業 2.CST: 回憶錄
3.CST: 臺灣 544.76
好 How 生活 : 幸福老後指南 / 郭慈
安, 王柔捷, 黃昱偉, 陳俐穎, 吳彥輝
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 11107 .-- 2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7137-07-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老年 2.CST: 生涯規劃 3.CST:
生活指導 544.8
老人個別與團體會談技巧 / 林義學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91-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老人學 2.CST: 溝通技巧
544.8
無照心理師的沙發 : 餘命管理的學
習與自覺 / 王浩一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96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211) .-- ISBN 978-626-95726-8-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退休 2.CST: 生涯規劃 3.CST:
生活指導 544.83
神奇的芬活 : 西方世界第一座靈性
生態村 / 施如君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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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216 面; 22 公分 .-- (眾生 ;
JP0198) .-- ISBN 978-626-95939-4-1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社區 2.CST: 自然環境 3.CST:
共生 545
一口灶 作伙老 : 蒜鄉麻園的社造路 /
陳璧君總編輯 .-- 初版 .-- 雲林縣斗六
市 : 雲林縣政府, 11104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50-61-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雲林縣
545.0933/123
宜居社區.共創雲林 : 110 年雲林縣社
區規劃師輔導型計畫成果手冊 =
Livable community co-creation Yunlin :
13th Yunlin community planner / 林沂
品計畫主持 ; 鍾松晉, 何明泉, 彭立勛,
陳啟雄共同計畫主持 .-- 初版 .-- 雲林

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出版 : 雲林縣
政府城鄉發展處發行, 11104 .-- 1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50-60-7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雲林縣
545.0933/123
咱佇巷仔內 : 110 年雲林社造點成果
專輯 / 陳璧君總編輯 .-- 初版 .-- 雲林
縣斗六市 : 雲林縣政府, 11104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50-59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雲林縣
545.0933/123
抵家,嘉義味 : 嘉義縣 110 年度縣市
層級社區總體營造輔導計畫 / 許有
仁總編輯 .-- 嘉義縣太保市 : 嘉義縣
政府, 11104 .-- 156 面; 20X20 公分 .-ISBN 978-626-7109-08-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社區總體營造 2.CST: 嘉義縣
545.0933/125
什 麼 是 城 市 ? / 阿 蘭 . 貢 比 耶 (Alain
Cambier)作 ; 李崇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17 公分 .-- (哲學之
道 ; 14) .-- ISBN 978-626-95943-4-4 (平
裝) NT$270 普遍級
1.CST: 都市 2.CST: 文集 545.107
新北城鄉政策建言. 2021 / 財團法人
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
環境教育基金會, 11104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866-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都市計畫 2.CST: 都市發展
3.CST: 新北市 545.1933

1.CST: 社團法人台灣永社 2.CST: 言
論集 546.69
中華民國稚齡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
探討 / 張文鑫, 連建華, 李永霑, 黃立
昇, 陳文頴, 洪恒明, 吳易霖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40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47-186-7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童軍教育 2.CST: 臺灣
546.81933
(初等考試)社會工作大意看這本就
夠了 / 陳月娥編著 .-- 第二十一版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60-9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工作 547
社會個案工作 : 理論與實務工作手
冊 / 鄭麗珍, 潘淑滿合著 .-- 初版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05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92-33-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社會個案工作 547.2
瞭望童心 / 陳雅惠, 張育慈, 張乃云,
李子薏, 呂佳育, 沈寶莉編輯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
盟文教基金會, 11104 .-- 96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95546-2-1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兒童福利 2.CST: 網路安全
3.CST: 文集 547.5107
看見台灣永續力量 = Taiwan power
ESG / 林 鳳 著 .-- 臺 中 市 : 林 鳳 ,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996-3 (平裝) 普遍級
1.CST: 公益事業 548.1

血與土 : 現代奴隸、生態滅絕,與消
費市場的責任 / 凱文.貝爾斯(Kevin
Bales)著作 ; 江玉敏譯 .-- 一版 .-- 新
北市 : 八旗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416 面;
21 公分 .-- (八旗國際 ; 16) .-- ISBN
978-626-7129-24-1 (平裝) NT$520 普
遍級
1.CST: 奴隸制度 2.CST: 環境汙染
546.2

入境.出境 安樂利行 : 桃園慈濟志工
接機接待史 / 桃園慈濟人文真善美
志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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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2 面; 21 公分 .-- (慈
濟文史. 史藏系列) .-- ISBN 978-6267126-29-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CST: 公益事業 548.126

民主十年 : 永社十週年紀念圖文集 /
社團法人台灣永社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社團法人台灣永社, 11104 .-89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0520-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最美的雙手/慈濟環保史. 5 : 福田用
心耕 : 福建慈濟環保史. 上 / 張晶玫,
張文靜, 黃德欣, 李水治, 何燕君, 陳
佩娟, 劉若男, 吳婉惠, 陳莉菲, 周蘇
萍, 林月紅, 林瑩瑩, 劉幼眉, 羅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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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慈濟人文出
版社, 11105 .-- 504 面; 21 公分 .-- (莫
忘 那 一 年 . 1990) .-- ISBN 978-62695708-3-6 (精裝) 普遍級
1.CST: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CST: 公益事業 3.CST: 環境保護
548.126
慈濟宗門足跡 : 月圓人醫心 / 柯玲蘭,
蕭惠玲, 曾修宜, 洪綺伶, 丁碧輝, 吳
珍香, 張麗雲, 申雲美, 高愛芬, 蘇鍾
淑芬, 邱蘭嵐, 胡美蘭, 廖右先文字編
輯 .-- 初版 .-- 花蓮縣新城鄉 : 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慈濟
文 史 . 史 藏 系 列 ) .-- ISBN 978-62695759-2-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CST: 公益事業 548.126
慈濟宗門足跡 : 鋪下學習基石 / 邱蘭
嵐, 胡美蘭, 廖右先, 王藝婷文字編
輯 .-- 初版 .-- 花蓮縣新城鄉 : 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 11104 .-- 192 面; 21 公分 .-- (慈濟
文 史 . 史 藏 系 列 ) .-- ISBN 978-62695759-1-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CST: 公益事業 548.126
被誤解的犯罪學 : 從全球數據庫看
犯罪心理及行為的十一個常見偏誤 /
湯姆.蓋許(Tom Gash)著 ; 堯嘉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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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392 面; 21 公
分 .-- (臉譜書房 ; FS0083) .-- ISBN
978-626-315-132-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犯罪學 2.CST: 犯罪心理學
548.5
比特幣大騙局 : 竊盜、駭客、投機
者,加密貨幣交易所 Mt. Gox 的腐敗
運作與破產真相 / 傑克.阿德爾斯坦
(Jake Adelstein), 娜 塔 莉 . 斯 塔 基
(Nathalie Stucky)著 ; 許雅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方向 ; 76) .-- ISBN 978-626-7089-79-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金融犯罪 2.CST: 電腦犯罪
3.CST: 電子貨幣 548.545
社會主義 : 牛津非常短講系列. 2 / 麥
可.紐曼(Michael Newman)作 ; 梁文傑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6 .-- 232 面; 20 公分 .-- (左岸政
治 ; 339) .-- ISBN 978-626-96063-1-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社會主義 549.2
共產主義 : 牛津非常短講系列. 3 / 萊
斯利.荷姆斯(Leslie Holmes)作 ; 梁文
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6 .-- 200 面; 20 公分 .-- (左岸
政治 ; 340) .-- ISBN 978-626-96063-2-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共產主義 2.CST: 歷史
549.309

經濟
基礎經濟學 / 毛慶生, 朱敬一, 林全,
許松根, 陳添枝, 陳思寬, 黃朝熙合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135-9-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通識經濟學 / 朱敬一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23-1-5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經濟學 / 毛慶生, 朱敬一, 林全, 許松
根, 陳添枝, 陳思寬, 黃朝熙合著 .-- 十
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676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96023-0-8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經濟學 550
經濟學概要 / 毛慶生, 朱敬一, 林全,
許松根, 陳添枝, 陳思寬, 黃朝熙合
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135-8-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 / 旗立財經研究
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ISBN
978-986-385-301-5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385-302-2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經濟學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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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與利潤 / 孟陸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572-5-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馬克斯經濟學 2.CST: 資本主
義 3.CST: 勞動力 550.186
資本論簡說 / 卡爾.約翰.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著 ; 石川準十郎日譯 ;
洪濤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817-5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馬克思(Marx, Karl, 1818-1883)
2.CST: 資本論 3.CST: 馬克斯經濟學
550.1862
德國能源計畫法 / 劉建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21-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能源政策 2.CST: 能源管理法
規 3.CST: 德國 554.68
房市老手 21 堂超強實戰課 : 快速看
穿房屋買賣陷阱 / 陳淑泰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化,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659-4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業 554.89
現代不動產估價 : 理論與實務 = Real
estate appraisal : theory and practice / 賴
碧瑩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 11106 .-- 552 面; 26 公分 .- (智勝經管系列) .-- ISBN 978-957511-718-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不動產 2.CST: 不動產業
554.89
產業經濟學 : 理論與實務 / 陳正倉,
林惠玲, 陳忠榮, 莊春發著 .-- 四版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04 .- 5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92-3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產業經濟學 555
石化場所之靜電災害案例分析 =
Case analysis of static electricity injuries
in petrochemical sites / 蘇文源研究主
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15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58-8 (平
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勞工安全
555.56

作業環境監測採樣分析方法更新探
討 = An updated study of sampling and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ethods in the workplace / 陳成裕, 林
宜長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 動及職 業安 全衛生 研究所 ,
11106 .-- 7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62-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職業衛生 555.56
專技高考 : 工業安全技師歷屆考題
彙編 / 蕭中剛, 余佳迪, 劉鈞傑, 鄭技
師, 陳正光, 徐強, 葉日宏, 黃奕舜著 .- 二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4-169-5 (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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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冊, 基
本法規 / 江軍, 徐英洲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52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324-15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3.CST: 法規 555.56
職安法規隨身讀. 2022 版. 第二冊, 設
施規則 / 江軍, 徐英洲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7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324-16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3.CST: 法規 555.56
職安法規隨身讀. 2022 版. 第三冊, 安
全法規 / 江軍, 徐英洲彙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76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324-161-9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3.CST: 法規 555.56
職安法規隨身讀. 2022 版. 第五冊, 危
險性與保護措施 / 江軍, 徐英洲彙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60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324-163-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3.CST: 法規 555.56
職安法規隨身讀. 2022 版. 第六冊, 環
測、化學與健康 / 江軍, 徐英洲彙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68 面; 15 公分 .-

- ISBN 978-626-324-164-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3.CST: 法規 555.56
職安法規隨身讀. 2022 版. 第四冊, 營
造與機械標準 / 江軍, 徐英洲彙編 .-初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184 面; 15 公分 .-- ISBN
978-626-324-162-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業安全 2.CST: 職業衛生
3.CST: 法規 555.56
從亞太營運中心到護國神山 : 臺灣
產業政策之演變與評析 / 陳彥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54-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產業政策 2.CST: 產業發展
3.CST: 產業分析 4.CST: 臺灣
555.933
外籍家庭看護工制度與我國長期照
顧服務整合評估初探研究 : The pilot
study of the migrant care workers in
long-term care system / 吳慧娜, 林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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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61-8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勞動制度 2.CST: 長期照護
3.CST: 外籍勞工 556
全球產經發展及社會環境變化對勞
動市場的影響及衝擊 = The impact of
global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changes on the labor market / 林詩騰, 樊
家忠研究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
動部勞 動及職 業安 全衛生 研究所 ,
11106 .-- 14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63-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勞動市場 2.CST: 勞工就業
556
被 消 失 的 工 作 者 / 菲 爾 . 瓊 斯 (Phil
Jones)著 ; 陳依萍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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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Discourse ;
113) .-- ISBN 978-626-318-284-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勞動經濟 2.CST: 勞動問題
3.CST: 自動化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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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導入對勞動市場影響研究 :
以製造業為例 / 吳慧娜, 劉光哲研究
主持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1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5-601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勞動市場 2.CST: 勞工就業
3.CST: 製造業 4.CST: 數位科技
556
報導者事件簿. 001, 留學黑工 / 報導
者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
限公司, 11105 .-- 96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319-657-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外籍勞工 2.CST: 留學生
3.CST: 報導文學 556.56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
計 畫 成 效 之 評 估 = Evaluation of
subsidies to local governments for
training programs for nurse aides in longterm care / 鄭淑芳, 林國榮, 黃秀梨, 蕭
晴惠, 黃冠傑, 蔡孟君, 江宇萱著 .-- 1
版 .-- 新北市 :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 11106 .-- 31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25-55-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勞工教育 2.CST: 勞工訓練
556.83
海事案例解析 / 方信雄作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83-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運輸安全 2.CST: 航運管理
3.CST: 船舶 4.CST: 個案研究 557.4
租 船 業 務 與 租 船 術 語 = Ship
chartering and terms concerned / 王肖卿
著 .-- 第二版 .-- 臺北市 : 航貿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4 .-- 8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0369-9-9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1.CST: 船舶 2.CST: 租賃業 3.CST: 術
語 557.41
*(郵政招考)勝出!外勤郵政法規大意
及交通安全常識條文對照式題庫 /
陳金城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4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49-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郵政法規 2.CST: 交通安全
557.61

*(郵政招考)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
講 : 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
(外勤) / 陳金城編著 .-- 第五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4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郵政法規 557.61
臺灣囡仔古 / 王文華, 王淑芬, 安石榴,
林世仁, 花格子, 周惠玲, 海狗房東,
張友漁, 劉思源, 劉清彥說故事 ; 六十
九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04 面;
21 公分 .-- (有故事的郵票 ; 1) .-- ISBN
978-957-32-9543-3 (平裝) NT$370 普
遍級
1.CST: 郵票 2.CST: 民間故事 3.CST:
臺灣 557.64633
斯洛伐克童話 / 梁晨文 ; 蔡兆倫, 謝
祖華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96 面;
21 公分 .-- (有故事的郵票 ; 3) .-- ISBN
978-957-32-9545-7 (平裝) NT$370 普
遍級
1.CST: 郵票 2.CST: 民間故事 3.CST:
斯洛伐克 557.646446
美國民間傳奇 / 王淑芬說故事 ; 蔡兆
倫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82 面;
21 公分 .-- (有故事的郵票 ; 2) .-- ISBN
978-957-32-9544-0 (平裝) NT$370 普
遍級
1.CST: 郵票 2.CST: 民間故事 3.CST:
美國 557.64652
進擊的台劇 : 故事 X 技術 XIP 放大,
瀚草與合影視如何打造影視台流,走
向世界! / 曾瀚賢, 湯昇榮口述 ; 廖昀
靖撰寫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08-6316-1 (平
裝) 普遍級
1.CST: 電視節目製作 2.CST: 電視劇
3.CST: 傳播策略 4.CST: 臺灣
557.776
航空運輸實務 = The practice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 蘇宏義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觀光旅運系列) .-- ISBN 978-986-298395-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航空運輸 2.CST: 航空運輸管
理 557.94

國際航空票務實務 = International air
ticketing practice / 張瑞奇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68 面; 23 公分 .-- (觀光
旅運系列) .-- ISBN 978-986-298-396-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航空運輸管理 2.CST: 客運
557.943

先鋒榮譽董事長談投資 / 傑克.布倫
南 (Jack Brennan), 約 翰 . 沃 斯 (John
Woerth)作 ; 吳書榆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6 .-- 3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51-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投資 563

半世紀來航空迷的視界 : 六十年來
我國歷史照片回顧 / 唐毓秦等作 ; 文
良彥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
國航空史研究會, 10811 .-- 冊 .-- (天
駒系列 ; 5) .-- ISBN 978-957-28533-5-1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航空史 2.CST: 照片集 3.CST:
臺灣 557.9933

全方位退休理財與保險規劃. 2022 年
版 / 王儷玲, 黃泓智, 楊曉文, 彭金隆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灣
金融研訓院, 11105 .-- 6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399-23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生涯規劃 3.CST:
退休 4.CST: 考試指南 563

(國民營事業)國際貿易實務 : 重點整
理+試題演練二合一奪分寶典 / 吳怡
萱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56-2 (平
裝) 普遍級
1.CST: 國際貿易實務 558.7

圖解個人與家庭理財 / 伍忠賢, 鄭義
為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06-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個人理財 2.CST: 投資 563

財政；金融；投資
金融的世界史 : 泡沫、戰爭與股市 /
板谷敏彥作 ; 陳家豪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25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885-7-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金融史 2.CST: 世界史
561.09
華爾街頂尖操盤手的黃金投資法 :
零風險也能成為有錢人 / 高橋丹, 伊
達直太著 ; 張嘉芬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出版社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富能量 ; 42) .-- ISBN
978-626-7046-7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黃金 2.CST: 黃金投資 3.CST:
投資分析 561.31
A 大的理財金律 : 從零存款開始也能
越過越好 / A 大(ameryu)作 .-- 初版 .-臺北市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0 面; 21 公分 .-- (商戰 ;
224) .-- ISBN 978-986-134-42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理財 2.CST: 投資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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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優質金融股 養你一輩子 / 丁彥鈞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Smart 智富文
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0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5659-5-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金融商品 2.CST: 投資 563
薑餅人王國理財學校. 2, 消費天堂與
浪費地獄 / 金彥庭作 ; 李泰榮繪 ; 徐
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5 公分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827-3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1.CST: 理財 2.CST: 通俗作品 563
NFT 實戰勝經 : 劉呈顥教你用 NFT
創造財富的 10 種方法 / 劉呈顥作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288 面; 23 公分 .- (地球觀 ; 73) .-- ISBN 978-986-384719-9 (平裝) .-- ISBN 978-986-384-7298 (平裝首刷限量版)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3.CST: 投資 563.146
加密貨幣之謎 : 解開比特幣、狗狗
幣及以太幣的秘辛 / 克里斯.布尼斯
克(Chris Burniske), 傑克.塔塔爾(Jack
Tatar)作 ; 謝宛庭, 江芳吟, 楊玲萱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好人出版, 11105 .-- 440 面;
21 公分 .-- (I 生活 ; 27) .-- ISBN 978626-95972-3-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563.146
邊玩邊賺入手 NFT / 李林福著 ; 吳孟
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翻轉學系列 ; 85) .-- ISBN
978-986-507-849-2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電子貨幣 2.CST: 電子商務
3.CST: 投資 563.146
黃金保證金交易 設計寶典 / Dave C,
王彤, 張立維作 .-- 新北市 : 經瑋文化,
11105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15-515-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外匯交易 2.CST: 外匯投資
3.CST: 投資分析 4.CST: 電腦軟體
563.23029
21 世紀價值投資 : 從葛拉漢到巴菲
特的價值投資策略 / 布魯斯.格林沃
德(Bruce C. N. Greenwald), 裘德.康恩
(Judd Kahn), 艾 琳 . 貝 利 西 莫 (Erin
Bellissimo), 馬克.庫柏(Mark Cooper),
塔諾.桑托士(Tano Santos)作 ; 黃嘉斌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寰宇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4 .-- 542 面; 21 公分 .- (寰宇智慧投資 ; 468) .-- ISBN 978626-95352-4-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563.5
投資組合簡單學 / 王朝仕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11105 .-- 3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92-34-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投資學 2.CST: 投資組合
563.5
投資學 / 李顯儀編著 .-- 四版 .-- 新北
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68-4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投資學 563.5
期貨法原理與實務研究 / 劉亞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19-1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期貨法規 563.51
證券交易法 / 張進德著 .-- 十版 .-- 高
雄市 : 冠恆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11105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61-2-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證券法規

563.51

證券暨期貨管理法令摘錄 / 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編輯 .-- 十
二版 .-- 臺北市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證券期貨局, 11105 .-- 270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5467-96-8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證券法規 2.CST: 期貨法規
563.51
KDJ 指標形態分析 : 168 張圖教你最
強趨勢判斷法,3 條線抓準超買超賣
訊號,選股輕鬆賺! / 股市風雲著 .-- 新
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256 面; 23 公分 .-- (Money ; 41) .-- ISBN
978-626-7148-03-7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台股老先覺杜金龍的技術分析入門 /
杜金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3 公分 .-- (投資贏家系列 ; 59) .-ISBN 978-626-7014-53-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好股票,壞股票 / 李南雨著 ; 蔡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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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9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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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股族的財報選股術 : 不看盤,不當
沖,每天 30 分鐘,5 年滾出千萬資產 /
金大旭作 ; 蔡佩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11106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80-92-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存飆股 1 次賺進 10 年股息 : 簡單 3
步驟 每次都讓你買在起漲點 / 郭勝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金尉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732-3-4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3.CST: 投資技術 563.53
我的第一本股票投資課本 : 與姜芳
千、 John Lee 一起學投資 / 姜芳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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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Lee 著 ; 陳思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文化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9-25-6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563.53
股市進出必勝戰略 / 傅和彥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前程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8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95923-0-2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這才是價值投資! : 長期打敗大盤的
贏家系統,從葛拉漢到巴菲特都推崇
的選股策略 / 詹姆斯.蒙蒂爾(James
Mintier)著 ; 劉道捷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5 .-- 56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2-57-2 (平裝)
NT$799 普遍級
1.CST: 投資分析 2.CST: 投資技術
563.53
短線、當沖の K 線日記 : 10 大戰法,
讓我靠「抓漲停」資產多五倍! / 麻
道明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
司, 11105 .-- 240 面; 23 公分 .-- (Money ;
54) .-- ISBN 978-626-7148-02-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分析
563.53
學會 K 線賺 3 億 / 李杰(月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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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最傳奇炒股者 : 戰勝大盤的 13
招交易法 / 金亨俊著 ; 張鑫莉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出版 : 方言
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9-26-3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股票投資 2.CST: 投資技術
3.CST: 投資分析 563.53
職業操盤手股市爆點 : 100 張圖教你
抓住飆股,30 歲前存到 1000 萬 / 江海
著 .-- 新北市 :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3 公分 .-- (Money) .-

- ISBN 978-626-7148-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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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叫我不要教的-H 模型 : 兩個指
標,百倍獲利 / 黃正傳著 .-- 再版 .-- 臺
北市 :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6-10-1 (平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證券投資 2.CST: 電腦程式
563.53029
偉大的貪婪 : 金融強權華爾街崛起
的大歷史 / 約翰.戈登(John S. Gordon)
著 ; 潘勛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4 .-- 4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2-50-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證券交易所 2.CST: 證券投資
3.CST: 金融史 563.55
保險新視界 / 何宗岳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財經傳訊出版社, 11105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9-5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保險 2.CST: 保險規劃 563.7
投資型保單的 100 個提問 / 李雪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3 公分 .-- (識財經) .-- ISBN 978-626335-375-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保險 2.CST: 投資組合保險
3.CST: 問題集 563.7022
財產保險經營 / 凌氤寶, 陳森松, 張吉
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泰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23-2-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財產保險 563.75
開審決大白話 / 臺大醫院總務室團
隊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1104 .-- 250 面;
23 公分 .-- (解碼政府採購系列) .-ISBN 978-986-5452-86-5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1.CST: 政府採購 2.CST: 公共財務法
規 3.CST: 招標制度 564.72
(記帳士)租稅申報實務(包括所得稅、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
/ 賦誠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1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48-7 (平裝) 普遍級
1.CST: 稅務 2.CST: 租稅 567.01
*遺贈稅.財產移轉圓滿計畫 / 黃振國
著 .-- 十版 .-- 臺北市 : 永然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8 面; 21 公
分 .-- (永然理財投資系列 ; 23) .-ISBN 978-957-485-504-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遺產稅 2.CST: 贈與稅 3.CST:
節稅 567.233

政治
民粹主義 : 牛津非常短講系列. 5 / 卡
斯.穆德(Cas Mudde), 克里斯托巴.卡
特瓦塞爾(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合著 ; 徐承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16 面; 20 公
分 .-- (左岸政治 ; 342) .-- ISBN 978626-96063-4-4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民粹主義 570.11
自由主義 : 牛津非常短講系列. 1 / 麥
可.弗里登(Michael Freeden)作 ; 吳家
恆, 傅士哲合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16 面; 20 公
分 .-- (左岸政治 ; 338) .-- ISBN 978626-96063-6-8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自由主義 570.112
疫後震盪效應 : 防疫政治學與世界
秩序崩盤的時刻 / 科林.凱爾(Colin
Kahl), 湯姆斯.萊特(Thomas Wright)著 ;
林添貴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燎原出版,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86-4-1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CST:
政治社會學 3.CST: 經濟情勢
570.15
中國政治思想史 / 薩孟武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5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4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政治思想史 2.CST: 中國
570.92
「南方談話」從何處來 : 追尋鄧小
平的思想軌跡 / 周錕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龍時代, 11105 .-- 340 面; 2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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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人物館 ; EPM007) .-- ISBN 978626-95819-1-7 (平裝) NT$620 普遍級
1.CST: 鄧小平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政治思想 570.9287
近代國家之懲罰與其正當化 / 曾友
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803-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國家 571.1
國旗的故事 /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96 面; 23X24 公分 .-ISBN 978-626-7071-78-6 ( 精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國旗 2.CST: 國家 3.CST: 世界
地理 4.CST: 通俗作品 5.SHTB: 認知
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571.182
法西斯主義 : 牛津非常短講系列. 4 /
凱文.帕斯莫(Kevin Passmore)著 ; 徐
承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11106 .-- 272 面; 20 公分 .-- (左
岸政治 ; 341) .-- ISBN 978-626-960633-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法西斯主義 571.192
蹣跚走來的民主 : 歐洲歷史中的非
主流制度與現代普世價值 / 蔡東杰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屋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97-7-2 (精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民主政治 2.CST: 文集
571.607
跨域行政 : 初階理論與實務 / 許芳雄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6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51-06-8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行政學 2.CST: 公共行政
3.CST: 政治學 572
公共管理 = Public management / 丘昌
泰著 .-- 四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 11104 .-- 492 面; 23 公分 .-(智勝經管系列) .-- ISBN 978-957-511713-9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行政管理
572.9
兩岸不能打仗 : 俄烏戰爭的教訓 / 施
澤淵, 龔春生, 黃筱薌, 宋啟成, 劉榮
傳著 ; 李本京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世界大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86802-3-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兩岸政策
3.CST: 軍事政策 573.09
閩南地區體驗式交流對臺灣年輕人
文化認同之影響 / 簡銘翔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2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53-8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兩岸關係 2.CST: 兩岸交流
3.CST: 文化交流 573.09
考 選 統 計 .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
Examination statistic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 考選部[編] .-- 臺北市 : 考選部,
11105 .-- 443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626-7119-20-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考試制度 2.CST: 政府統計
3.CST: 中華民國 573.44028
日治時期<<三六九小報>>科舉資料
匯編 / 王淑蕙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660 面; 23 公分 .-- (漢學研究叢書. 文
史新視界叢刊 ; 901) .-- ISBN 978-986478-680-0 (平裝) NT$880 普遍級
1.CST: 科舉 2.CST: 文獻 3.CST: 歷史
4.CST: 臺灣 573.441
退除役官兵輔導統計要覽. 中華民國
110 年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統計資訊處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1106 .-93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6797-5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退役軍人 2.CST: 輔導機構
3.CST: 政府統計 573.57028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17 案至第 20 案
屏東縣實錄. 110 年 / 屏東縣選舉委
員會著 .-- 初版 .-- 屏東市 : 屏東縣選
舉委員會, 11105 .-- 3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67-95-1 (精裝附光
碟片) 普遍級
1.CST: 公民投票 2.CST: 屏東縣
573.63
監察院建院 90 周年學術研討會活動
實錄 : 監察權實踐與展望 / 監察院編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監 察 院 ,
11104 .-- 26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25-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監察院 2.CST: 會議實錄
573.82
監察報告書. 中華民國 110 年 / 監察
院綜合業務處編輯 .-- 初版 .-- 臺北
市 : 監察院, 11104 .-- 2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23-5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監察院 573.82
監察統計提要. 中華民國 110 年 / 監
察院統計室編著 .-- 臺北市 : 監察院,
11105 .-- 13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9-24-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監察院 2.CST: 政府統計
573.82028
中國陌路 : 澳洲通訊記者來自新中
國的最後報導 / 麥可.史密斯(Michael
Smith)作 ; 顏涵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384 面; 21 公分 .-- (亞當斯密 ; 15) .-ISBN 978-626-7092-28-6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政治發展 2.CST: 中國外交
3.CST: 中國大陸研究 4.CST: 澳大利
亞 574.1
左禍百年 中國國殤 / 馮崇義, 李進進,
吳祚來, 周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75-5-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政治發展 2.CST: 共產主義
3.CST: 中國 574.1
*中央與地方相關問題之研究 / 林崇
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
學華岡出版部, 11104 .-- 28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596-410-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臺灣政治 2.CST: 政治制度
574.33
*現代菲律賓政治的起源 : 從殖民統
治到強人杜特蒂,群島國追求獨立、
發展與民主的艱難路 / 江懷哲作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出版 : 遠
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4 .-320 面 ; 22 公 分 .-- ISBN 978-62695885-4-1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政治發展 2.CST: 菲律賓
574.391
無路,可走 / 侯千絹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320 面; 23 公分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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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人文 ; BGB531) .-- ISBN 978-986525-604-3 (精裝) 普遍級
1.CST: 公共行政 2.CST: 屏東縣
575.33/135
警察勤務案例研習 / 謝宜峯, 林承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106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725-2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警察勤務制度 575.86
後疫情時代公民素養與警察通識教
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21 / 王俊元
等人作 .-- 初版 .-- 桃園市 : 中央警察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104 .-- 74 面; 29
公分 .-- 部分內容為英文 .-- ISBN 978626-95418-1-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通識教育 2.CST: 警察教育
3.CST: 文集 575.8807
用鮮血和謊言寫下的百年中共黨史 /
林保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
版社, 11107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6-35-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共產黨 2.CST: 歷史
576.251
金橋群英傳 = Legendary biography of
overseas Chinese from Kinmen / 高瑞新,
馬祥祐, 吳俊芳編撰 .-- 初版 .-- 高雄
市 : 宏冠出版社出版 ; [金門縣金寧
鄉] : 國立金門大學海洋事務中心發
行, 11105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389-1-1 ( 第 1 冊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1.CST: 華僑 2.CST: 口述歷史 3.CST:
訪談 4.CST: 族譜 577.2
北漂臺灣 : 馬來西亞人跨境臺灣的
流轉記憶 / 杜晉軒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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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92 面; 21 公分 .-- (台灣@南
洋 ; 2) .-- ISBN 978-626-310-226-2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移民史 2.CST: 馬來西亞
3.CST: 臺灣 577.67
17 個改變世界的方法 : 圖解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 路易絲.史比爾
斯布里(Louise Spilsbury)作 ; 馬克.拉
佛(Mark Ruffle)繪 ; 趙永芬譯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80 面; 22X20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96-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聯合國 2.CST: 永續發展
578.14
民主大捷 : 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
率團訪問立法院紀實專刊 =
Democratic victory : Czech Senate
president Vedzi leads a delegation visit
the Legislative Yuan, R.O.C.(Taiwan) /
蔡琮浩, 曾耀民, 陳亮吟撰稿 ; 林志嘉
總編輯 .-- 臺北市 : 立法院, 11104 .-10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1192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外交 2.CST: 國際交
流 578.2
交流 : 臺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紀
實專刊 = Communicate : Taiwan-UPJapan congressman strategic forum
documentary special issue / 夏致欣撰
稿 .-- [臺北市] : 立法院, 11104 .-- 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7119-2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外交 2.CST: 國際關
係 3.CST: 國家戰略 4.CST: 會議實錄
578.2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 民意對越南對
美與對中政策之影響 / 阮功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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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4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2-8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外交政策 2.CST: 民意 3.CST:
越南 578.383
台灣與國際法之重要議題分析 : 聯
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 / 廖福特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社團法人台灣
國際法學會, 11105 .-- 22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81291-9-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國際法 2.CST: 聯合國大會
3.CST: 文集 579.07
不義遺址 : 轉型正義的空間實踐 =
Sites where injustices were committed :
spatial practic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 王
韶君, 李奕萱, 張怡寧, 張維修, 蘇筱
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 游觀創意策略有限公司,
11104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67-93-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人權 2.CST: 社會正義 3.CST:
威權政治 579.27

文明多樣性與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 /
中國人權研究會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龍視界, 11105 .-- 51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0-3-7 ( 平 裝 )
NT$750 普遍級
1.CST: 人權 2.CST: 文集 579.2707

法律
法律歸法律? : 熱門新聞話題中的法
律爭議,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 / 法律
白話文運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Issue ;
39) .-- ISBN 978-626-335-342-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法律 2.CST: 通俗作品 580
律師也有良心,怎麼了嗎? : 卡債不用
全還、車禍對方錯了還是可以告你、
獲得遺產竟被告侵占......38 個需要律
師的煩心事,讓暗黑律師法老王為你
解惑! / 法老王律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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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35-304-6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法律 2.CST: 個案研究 580
清代法制新探 : 以<<大清律例>>為
核心 / 陳惠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23-8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中國法制史 2.CST: 清代
580.927
憲法概要 / 謝瑞智編著 ; 謝世維, 杜
英澤修訂 .-- 修訂 22 版 .-- 新北市 : 文
笙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97-222-9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民法概要 / 劉宗榮著 .-- 修訂十五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625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4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民法 584
圖解民法總則入門 / 劉振鯤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劉振鯤出版 : 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5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042-1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民法總則 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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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法總論 / 李淑明著 .-- 十二版 .-- 臺
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720-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債法 584.3
刑法 / 蘇銘翔著 .-- 7 版 .-- 臺北市 :
書泉出版社, 11106 .-- 55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51-268-3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刑法 585
刑法各論 / 甘添貴著 .-- 修訂五版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47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4-7449-6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刑法 585
經濟刑法問題學思筆記. 二 / 惲純良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 11106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22-1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經濟刑法 2.CST: 論述分析
3.CST: 文集 585.73
醫療訴訟判解評析 : 醫與法的交錯.
III / 施肇榮, 廖建瑜, 向明恩, 張宇葭,
侯英泠, 林宗穎, 吳志正, 楊珮瑛, 楊
玉隆, 陳學德, 吳振吉, 邱泰錄, 謝宛
婷, 劉庭維, 黃則瑜, 洪培睿, 郭任昇
合著 ; 林萍章, 吳志正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6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11-729-0 (精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醫療糾紛 2.CST: 醫事法規
3.CST: 判解 585.79
律師不會告訴你的事. 2, 訴訟糾紛全
攻略 / 張冀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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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278-3 (平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訴訟法 586
律師不會告訴你的事 : 打贏官司的
30 個心法 / 張冀明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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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277-6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訴訟法 2.CST: 判例解釋例
586
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和舉證減輕
之新發展 = Neue Entrwicklungen auf
die
Beweislastverteilung
und

Beweiserlechterungen im Zivilprozess /
劉明生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730 面;
23 公分 .-- (民事程序法新發展系列 ;
2) .-- ISBN 978-986-526-202-0 (平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民事訴訟法 2.CST: 論述分析
3.CST: 文集 586.107
日本刑事裁判案例實務 / 日本司法
研修所刑事裁判教官室編著 ; 社團
法人台灣日本刑事法研究學會譯 .-初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4 .-- 15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9-34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刑事審判 2.CST: 裁判 3.CST:
日本 586.5
日本刑事裁判程序概論 / 日本司法
研修所刑事裁判教官室編著 ; 社團
法人台灣日本刑事法研究學會譯 .-初版 .-- 臺北市 : 司法院, 11104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9-3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刑事審判 2.CST: 裁判 3.CST:
日本 586.5
行政法 : 案例式 / 林洲富著 .-- 6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797-0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行政法概要 / 蔡震榮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30-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行政法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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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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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5443-86-3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臺灣高等檢察署 2.CST: 歷史
589.5
相驗心得手札 : 人間擺渡人的真心
告白 / 林敬展著 .-- 一版 .-- [花蓮市] :
林敬展出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銷, 11104 .-- 3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035-3 (平
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檢察官 2.CST: 通俗作品
589.51

1.CST: 戰史 2.CST: 俄國 3.CST: 烏克
蘭 592.916

第二審檢察官辦案參考手冊 / 臺灣
高等檢察署編 .-- 4 版 .-- 臺北市 : 臺
灣高等檢察署, 11104 .-- 冊 .-- ISBN
978-986-5443-88-7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86-5443-89-4 (中冊:平裝) .- ISBN 978-986-5443-90-0 (下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檢察官 2.CST: 手冊
589.51026

軍民通用持械用槍教材 / 張博智著 .- 高雄市 : 張博智, 11105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27-8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槍械 2.CST: 武術 595.92

監獄行刑法 : 解析 / 鄒啟勳, 任全均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一品文化出
版社, 11105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629-4-7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獄政法規 589.82

軍事
<<戰爭論>>綱要 / 成田賴武原著 ; 李
浴日翻譯 .-- 1 版 .-- 新北市 : 華夏出
版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
分 .-- (Sunny 文庫 ; 234) .-- ISBN 978626-7134-14-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戰爭理論 2.CST: 軍事 590.1
趣解三十六計 / 囍閱漫畫編.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冊 .-- (兒童博雅 ;
168-170) .-- ISBN 978-626-317-788-8
(上冊:精裝) NT$380 .-- ISBN 978-626317-789-5 ( 中 冊 : 精 裝 ) NT$380 .-ISBN 978-626-317-790-1 (下冊:精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兵法 2.CST: 謀略 3.CST: 通俗
作品 4.CST: 中國 592.09
*後疫情時期印太地區現況與展望論
文集. 2022 / 劉瀚宇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劉瀚宇, 11104 .-- 1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9977-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國家戰略 2.CST: 國際關係
3.CST: 區域經濟 4.CST: 文集
592.407
俄乌战争经验与教训. 一 / 李梦舟编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國夢出版社
有限公司, 11105 .-- 396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 俄烏戰爭經驗 與教訓 .
一 .-- ISBN 978-986-97635-8-5 (平裝)
NT$5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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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如此!你不知道的槍の真相 / 小
林宏明作 ; 黃昱翔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17-3-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槍械 595.92
無痕 : 唐毓秦將軍口述回憶 / 劉永尚
編 .-- 1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航空
史研究會, 10509 .-- 237 面; 26 公分 .- ( 航 空 史 料 ; 1) .-- ISBN 978-95728533-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空軍 2.CST: 回憶錄 598.8

史地/傳記類
史地總論
地理資訊系統概論 / 李若愚編著 .-修訂五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5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158-5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地理資訊系統 609.029

中國史
被消失的中國史 : 三國鼎立到混亂
分裂 / 白逸琦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308 面;
21 公分 .-- (中華文明大系 ; 4) .-- ISBN
978-986-178-599-8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三國史 2.CST: 魏晉南北朝史
3.CST: 通俗史話 610.9
被消失的中國史 : 短命隋朝到大唐
帝國 / 白逸琦著 .-- 二版 .-- 臺中市 :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中華文明大系 ; 5) .-- ISBN
978-986-178-600-1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隋唐史 2.CST: 通俗史話
610.9

中國斷代史
尚書灣義 / 簡道凡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59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89-4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書經 2.CST: 注釋 3.CST: 臺語
621.112
漢唐史論集 / 傅樂成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08-6301-7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漢史 2.CST: 唐史 3.CST: 文集
622
禪讓與貳臣 : 南朝四史的政治論述
與道德價值 / 林郁迢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輔仁大學出版社, 11104 .-- 413
面; 21 公分 .-- (輔仁大學研究叢書 ;
234) .-- ISBN 978-986-0729-36-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南朝史 623.5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 第
二 戰 區 抗 戰 大 事 記 (1937-1939) =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Yan Hsi-shan's residence :
the daily record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
化編譯組原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04 .-309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59) .-ISBN 978-626-7036-84-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史料 628.5

the daily record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411943 /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
化編譯組原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04 .-275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61) .-ISBN 978-626-7036-86-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史料 628.5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 第
二 戰 區 抗 戰 大 事 記 (1943-1945) =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Yan Hsi-shan's residence :
the daily record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431945 /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
化編譯組原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04 .-231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62) .-ISBN 978-626-7036-87-7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史料 628.5

中國文化史
長城內外 : 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
戰爭與和平 / 高瞻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史傳叢書 ; 3805-3806) .-- ISBN
978-957-457-628-9 ( 上 冊 : 平 裝 ) .-ISBN 978-957-457-629-6 (下冊:平裝) .- ISBN 978-957-457-630-2 (全套: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文化史 3.CST:
中國史 630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 第
二 戰 區 抗 戰 大 事 記 (1939-1941) =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Yan Hsi-shan's residence :
the daily record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91941 /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
化編譯組原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
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04 .-278 面; 21 公分 .-- (民國史料 ; 60) .-ISBN 978-626-7036-85-3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日戰爭 2.CST: 史料 628.5

金門學概論 / 楊樹清, 陳炳容, 楊天厚,
江柏煒, 曾逸仁, 袁興言, 張梨慧, 余
泓麟, 李欣玫, 李曉君, 莊西進, 劉華
嶽, 馬祥祐作 ; 陳奇中主編 .-- 初版 .- 金門縣金寧鄉 : 國立金門大學,
11107 .-- 4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067-0-2 (平裝) NT$630 普遍級
1.CST: 區域研究 2.CST: 文集 3.CST:
福建省金門縣 673.19/205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 第
二 戰 區 抗 戰 大 事 記 (1941-1943) =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theater in the Yan Hsi-shan's residence :

香港_何去何從 / 阿古智子作 ; 芝竹,
陳愛理, Esth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92 面; 21 公分 .-- (亞洲新思

中國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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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 3) .-- ISBN 978-986-294-314-4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香港問題 2.CST: 民主化
3.CST: 政治運動 4.CST: 香港特別行
政區 673.8
蒙古文化通訊. 2022 年 = Mongolian
culture bulletin / 紀慧貞主編 .-- 新北
市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蒙古文化協
會, 11104 .-- 101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527-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蒙古 2.CST: 文化 3.CST: 期刊
675.1405

中國地理類志
中國疆域沿革史 : 從夏商周到民國
初年,中國地理史之開山巨作 / 顧頡
剛, 史念海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3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2-343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疆域 2.CST: 中國史 681.2

中國遊記
西南邊城 : 騰衝印記 / 劉先昌著 .-- 臺
北市 : 活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41-2-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旅遊文學 3.CST:
中國 690

世界史地
從地名解讀世界史的興亡 : 地名的
由來與變遷 / 宮崎正勝作 ; 林書嫻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8-138-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地名學 3.CST:
世界地理 710
Why?人類的起源與文明的誕生 / 金
勝烈著 ; 崔福棋繪 ; 郭秀華譯 .-- 再
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世界
歷史漫畫館 ; HC001) .-- ISBN 978957-451-681-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漫畫 711
Why?中國與印度的遠古文明 / 嚴胡
燕著 ; 裴光宣繪 ; 郭秀華譯 .-- 再版 .-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世界歷史
漫畫館 ; HC002) .-- ISBN 978-957-451682-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漫畫 711
Why?伊斯蘭世界的崛起與發展 / 金
泳勳著 ; 宋會錫繪 ; 林建豪譯 .-- 再
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世界
歷史漫畫館 ; HC006) .-- ISBN 978957-451-686-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漫畫 711
Why?地中海文明與古希臘羅馬帝國
/ 金勝烈著 ; 朴鐘誠繪 ; 張珮婕譯 .-再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世
界歷史漫畫館 ; HC003) .-- ISBN 978957-451-683-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漫畫 711
Why? 東 亞 文 化 的 興 盛 與 沒 落 /
Grimnamu 著.繪 ; 林建豪譯 .-- 再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世界歷史
漫畫館 ; HC007) .-- ISBN 978-957-451687-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漫畫 711
Why?東亞文明的興起從繩文到隋唐
/ 全宥美著 ; 金在善繪 ; 張珮婕譯 .-再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世
界歷史漫畫館 ; HC004) .-- ISBN 978957-451-684-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漫畫 711
Why?歐洲的成立與發展 / Grimnamu
著.繪 ; 林建豪譯 .-- 再版 .-- 新北市 :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世界歷史漫畫館 ;
HC005) .-- ISBN 978-957-451-685-8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漫畫 711
世界史偵探柯南. 10, 阿拉伯之夜的
輝煌 / 青山剛昌原作 ; 狛枝和生, 八
神健漫畫 ; 黃薇嬪翻譯 .-- 臺北市 : 三
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658-825-9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文化史 3.CST:
漫畫 711
孩子的世界歷史大地圖 : 從史前時
代到 21 世紀,人類的大冒險與大發現
/ 貝特朗.菲述(Bertrand Fichou), 迪迪

耶.巴力席維(Didier Balicevic)著 ; 陳
太乙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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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 面;
30 公分 .-- (小野人) .-- ISBN 978-986384-713-7 (精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通俗史話
711
瞄過一眼就忘不了的世界史(商業
篇) : SUPER 高中老師講故事,讓「金
錢流通」當主角,不背年份就能貫通
世界史! / 山崎圭一作 ; 陳嫺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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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1 公分 .- (野人家 ; 219) .-- ISBN 978-986-384715-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711
遠西掠影 : 十六世紀以來的歐洲與
世界 / 蔡東杰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 屋文化 事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5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97-8-9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近代史 711
帝國時代 : 自十五世紀海權與探索
時代以降,海外殖民與帝國擴張的故
事 : 一部關於十三個西方帝國勢力
及帝國主義的歷史 / 羅伯特.阿爾德
利 克 (Robert Aldrich) 主 編 ; 林 玉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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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68 面;
22 公分 .-- (臉譜書房 ; FS0146) .-ISBN 978-626-315-112-3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1.CST: 世界史 2.CST: 帝國主義
712.8
微言大義 : 文明歷史的思想英華 / 王
世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絕世勸學
會, 11105 .-- 34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96017-0-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歷史哲學
713
小朋友最愛的世界地標地圖 / 瑪格.
錢寧(Margot Channing) 著 ; 蘇. 唐寧
(Sue Downing)繪 ; 李雅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14 面; 28X28 公分 .-ISBN 978-626-317-813-7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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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世界地理 2.CST: 地圖 3.CST:
通俗作品 4.SHTB: 地理--3-6 歲幼兒
讀物 716
地 圖 : QA 大挑 戰 / 卡蘿. 布爾塞
(Carole Bourset)文 ; 朱莉亞.隆巴多
(Giulia Lombardo)圖 ; 沈倖如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48 面; 34 公分 .-- ISBN
978-986-526-206-8 (精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世界地理 2.CST: 問題集
716
地圖 : 和我一起去旅行 / 瓦萊麗.勒杜
(Valérie Le Du)文 ; 蘿拉.塔瓦齊(Laura
Tavazzi)圖 ; 姜盈謙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8 面; 34 公分 .-- ISBN 978986-526-204-4 (精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世界地理 2.CST: 地圖集
3.CST: 通俗作品 716
如果走散了,我還有你給的勇氣 : 母
女勇敢追夢,137 天橫越歐亞,一生理
解與相依的旅程 / 潔媽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美好
生活 ; 36) .-- ISBN 978-986-398-764-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旅遊文學 2.CST: 世界地理
719
環球科學札記 / 張之傑作 .-- 初版 .-臺北市 :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47-185-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環境科學 2.CST: 世界地理
719

亞洲史地
近代東亞海域交流 : 文化傳播與文
化變遷 / 松浦章, 李寧, 曹悅, 張米琪,
卞鳳奎, 何娟娟, 趙思倩, 陳明坤作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6 .-- 113 面; 21 公分 .-- (人
文系列 ; 101) .-- ISBN 978-986-560061-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文化傳播 2.CST: 文化交流
3.CST: 近代史 4.CST: 文集 5.CST: 東
亞 730.307
另一種啟蒙 : 江戶時代的本草學如
何建構自然知識、分類萬物,帶領日
本走向現代化 / 費德里柯.瑪孔

(Federico Marcon)著 ; 林潔盈譯 .-- 一
版 .--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576
面; 21 公分 .-- (Beyond) .-- ISBN 978626-7052-36-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自然史 2.CST: 江戶時代
3.CST: 日本史 731.26
朝鮮半島現代史 : 一個追尋驕陽的
國度 / 布魯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
著 ; 黃中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
岸文化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6 .-- 800 面; 21 公
分 .-- (左岸歷史 ; 335) .-- ISBN 978626-96063-0-6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現代史 2.CST: 韓國史
732.27
古代韓中外交史 : 遣唐使研究 / 權悳
永著 ; 樓正豪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3 公分 .-- (史地傳記類)(讀
歷史 ; 148)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74-6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外交史 2.CST: 外交政策
3.CST: 唐代 4.CST: 韓國 732.4133
逆轉的文明史 : 美索不達米亞 / 劉仲
敬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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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9-21-0 (平裝) NT$400 普
遍級
1.CST: 兩河流域 2.CST: 文明史
735.521
河內尋寶記 / Ahn Chi Hyeon 原作 ; 姜
境孝繪 ; 徐月珠譯 .-- 臺北市 : 三采
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56 面;
26 公分 .-- (世界歷史探險 ; 57) .-ISBN 978-957-658-824-2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漫畫 3.CST: 越南
河內市 738.31
從蕞爾小國到國際之都 : 新加坡共
和 國 的 轉 型 之 路 = From an island
na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gapore / 黃振亮文
字 ; 邱文櫻繪圖 .-- 花蓮市 : 慈濟學
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1107 .-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2261-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新加坡史 2.CST: 繪本
738.71

臺灣史地
矢板明夫對台灣的「說三道四」 /
八旗文化編輯部, 矢板明夫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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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9-17-3 (平裝) NT$450 .-- ISBN 978626-7129-18-0 (平 裝博客來 簽名版 )
NT$450 普遍級
1.CST: 臺灣研究 2.CST: 臺灣政治
3.CST: 臺灣社會 4.CST: 文集
733.07
臺灣案內寫真老照片集 / 闞正宗導
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博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4 .-- 5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600-60-0 ( 精 裝 )
NT$250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照片集
733.21
揭密 : 冷戰時期臺灣與東南亞國家
之軍事關係 / 陳鴻瑜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11106 .-- 42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15-1884-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臺灣史 2.CST: 外交史 3.CST:
東南亞 733.292538
無法送達的遺書 : 記那些在恐怖年
代失落的人 / 林易澄, 林傳凱, 胡淑雯,
楊美紅, 羅毓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400 面;
23 公分 .-- (春山之聲 ; 37) .-- ISBN
978-626-95991-4-1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白色恐怖 2.CST: 書信
733.2931
*(郵政招考)勝出!臺灣自然及人文地
理主題式命題焦點+題庫 / 白文傑編
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4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臺灣地理 2.CST: 自然地理
3.CST: 人文地理 733.3
鄉土研究拾零 / 黃文博著 .-- 初版 .-臺南市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1105 .- 4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87-95-9 (精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鄉土文化 2.CST: 民間信仰
3.CST: 民俗活動 4.CST: 臺灣 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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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 南文 化國際 學術 研討會論 文集 .
2021 / 江柏煒主編 .-- [金門縣金城
鎮] : 金門縣文化局 ; [桃園市] : 桃園
市政府文化局, 11104 .-- 66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68-66-8 (精裝)
普遍級
1.CST: 文化史 2.CST: 臺灣文化
3.CST: 區域研究 4.CST: 文集
733.409
嶺南學子寶島情 : 小莫的奇幻之旅 /
莫小跳(莫學鐃)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288 面 ; 23 公 分 .-- ( 散 文 系 列 ;
81999) .-- ISBN 978-986-0744-81-1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臺灣遊記 2.CST: 旅遊文學
733.69
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 = Taipei
100 / 馬世芳, 許允斌, 姚瑞中, 陳光達,
黃威融著 .-- 五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6 公分 .-- (catch ; 17) .-- ISBN 978-6267118-34-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遊記 2.CST: 臺北市
733.9/101.6
閱讀野柳地質公園的地景資源 / 林
俊全, 黃光瀛, 簡龍祥作 .-- 臺北市 :
臺灣地質公園學會 ; [新北市] : 新空
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1104 .-160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996-1-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1.CST: 天然公園 2.CST: 地景保育
3.CST: 解說 4.CST: 野柳地質公園
733.9/103.9/149.3
GONG YU : 共域 / 黃彰琦, 戴秀真, 袁
彬, 蔡好採訪 ; 郭璐茜編輯 .-- 初版 .- 基隆市 : Gong Yu, 11105 .-- 1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95703-1-7 (平
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基隆市
733.9/105.4
桃仔園漫步遊 / 魚夫著 .-- 初版 .-- 桃
園市 :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11105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096-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桃園市
733.9/109.6
溪南明珠 = Zhuzishan, the shining pearl
/ 唐淑惠, 羅麗蓓主筆 .-- 初版 .-- 南投
縣埔里鎮 : 籃城書房, 11106 .-- 72 面;

21X15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7175-4-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南投縣埔里
鎮 733.9/119.9/115.4
彰化縣聚落建築群彰化中興莊保存
及再發展計畫 / 郭俊沛計畫主持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化縣文化局,
11105 .-- 26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73-66-2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900 普遍級
1.CST: 聚落 2.CST: 文化資產保存
3.CST: 彰化縣 733.9/121.38
小黑啤玩臺灣. 臺南篇 : 尋古堡 / 洪
金煌, 謝爾庭文 ; 羅茜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各種吧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68 面; 30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99836-8-6 ( 精 裝 )
NT$550 普遍級
1.CST: 人文地理 2.CST: 繪本 3.CST:
臺南市 733.9/127.4

一代妖后 : 潑糞刊物裡的瑪麗.安托
奈特 / 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
著 ; 翁德明譯 .-- 二版 .-- 高雄市 : 無
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320 面; 21 公分 .-- (無境文化. 人文批
判系列)((奪朱)社會政治批判叢書 ;
7) .-- ISBN 978-986-06019-9-2 (平裝)
NT$380 限制級
1.CST: 瑪麗安托奈特(Marie
Antoinette, Queen, consort of Louis
XVI, King of France, 1755-1793)
2.CST: 傳記 3.CST: 法國史 4.CST: 法
國大革命 742.251
(知識漫畫環遊世界)哈囉小梅子 : 坐
飛機到法國 / 徐智沅文 ; 尹玹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
公司, 11106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71-355-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 2.CST: 漫畫 3.CST: 法國
742.89

紮根於流動中的邊砎敘事 : 臺東都
蘭藝術聚落故事 / 李韻儀著 .-- 初
版 .-- 臺東市 : 臺東縣政府, 11105 .-44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1984-4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藝文活動 2.CST: 藝術家
3.CST: 社區總體營造 4.CST: 臺東縣
東河鄉 733.9/139.9/115.4

新納粹風暴 : 一位猶太記者在德國
意外經歷的一段奇妙之旅 / 雅隆.史
沃雷, 尼克.泰勒著 ; 杜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62-4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民族主義 2.CST: 種族主義
3.CST: 猶太民族 4.CST: 德國
743.28

歐洲史地

他們說我是間諜 : 人類學家與她的
秘密警察監控檔案 / 凱薩琳.韋德瑞
(Katherine Verdery)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發行, 11105 .-- 512 面; 21 公
分 .-- (Beyoud) .-- ISBN 978-626-705235-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羅馬尼亞史 2.CST: 冷戰
3.CST: 情報組織 749.122

羅馬人的故事. IX, 賢君的世紀 / 塩野
七生著 ; 林韓菁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4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 2.CST: 羅馬帝國
740.222
西元 500 年起 : 西方與東方的交會,
人類歷史的思想覺醒與啟蒙 / 查爾
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著 ; 唐澄
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冊 .-(next ; 308-309) .-- ISBN 978-626-335343-5 (上冊: 平裝) NT$600 .-- ISBN
978-626-335-344-2 ( 下 冊 : 平 裝 )
NT$600 .-- ISBN 978-626-335-345-9 (全
套: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文明史 2.CST: 生活史 3.CST:
歐洲 740.23

美洲史地
第一響禮砲 : 美國獲得外交承認的
獨立故事 / 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著 ; 鄭煥昇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場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5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36-5-2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美國史 2.CST: 美國獨立戰爭
7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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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
君子溫如玉 / 古人很潮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01-562-7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中國 782.1
晚清一百年 / 十年砍柴作 .-- 初版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冊 .-ISBN 978-626-95974-5-1 (上冊:平裝)
NT$450 .-- ISBN 978-626-95974-6-8 (下
冊 :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62695974-7-5 (全套: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晚清史
782.17
天才鑑定歷史檔案 : 十歲當官、七
步成詩,古時候的資優神童到底有多
狂? / 賈飛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166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49-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中國 782.2
正說大唐二十一帝 / 劉雅琳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360 面; 21 公分 .-- (History ;
115) .-- ISBN 978-986-402-359-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帝王 2.CST: 傳記 3.CST: 唐代
782.2741
正說大宋十八帝 / 劉雅琳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History ;
116) .-- ISBN 978-986-402-360-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帝王 2.CST: 傳記 3.CST: 宋代
782.275
公子世無雙 / 古人很潮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401-561-0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中國 782.29
抒情之外 屈騷再詮 / 王欣慧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輔 仁 大 學 出 版 社 ,
11104 .-- 212 面; 21 公分 .-- (輔仁大學
研 究 叢 書 ; 233) .-- ISBN 978-9860729-35-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周)屈原 2.CST: 傳記 3.CST:
楚辭 4.CST: 文學評論 782.818

白居易詩人品味研究 / 陳家煌著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50 面; 23 公分 .-(文學研究叢書. 古典詩學叢刊 ;
804023) .-- ISBN 978-986-478-666-4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唐)白居易 2.CST: 傳記
782.8418
蘇軾思想專題論集 / 江惜美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
司, 11105 .-- 2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575-96-0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宋)蘇軾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傳記 782.8516
民國的痛苦 : 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
二七 / 李建民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6 面; 21 公分 .-- (聯經評論) .-ISBN 978-957-08-6307-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王國維 2.CST: 學術思想
3.CST: 傳記 782.884
私札與私語 : 三顧張愛玲 = Eileen
Chang in private letters / 高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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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人間 ; 350) .-- ISBN 978-626335-312-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張愛玲 2.CST: 作家 3.CST: 傳
記 4.CST: 文學評論 782.886
韓復榘全傳 / 韓宗喆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11-258-3 (平裝) NT$670 普遍級
1.CST: 韓復榘 2.CST: 傳記 782.886
丑角登場 : 崔子恩的酷兒影像 / 白睿
文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350 面; 23 公分 .-- (白睿文訪
談錄 ; 2)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65-9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崔子恩 2.CST: 傳記 3.CST: 中
國 782.887
毛澤東祕錄 / 產經新聞「毛澤東祕
錄」取材班著 ; 童長義譯 .-- 二版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6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7-802-1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毛澤東 2.CST: 傳記 3.CST: 中
國大陸研究 782.887

日本戰國武將圖解 : 150 位風雲豪傑
大解密 / 小和田哲男, 會田康範, 後藤
敦, 坂井洋子, 武田鏡村, 堤昌司著 ;
林文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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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304 面; 23 公分 .-- (經典一日通 ;
BI2030X) .-- ISBN 978-626-318-291-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戰國時代
3.CST: 日本 783.12
政治家中山泰秀 / 杉浦美香著 ; 張茂
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版社,
11105 .-- 2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6-26-2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中山泰秀 2.CST: 傳記 3.CST:
日本 783.18
根本在旅行 / 陳姿樺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愛
生活) .-- ISBN 978-626-335-387-9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陳陳姿樺 2.CST: 傳記 3.CST:
自我實現 783.18
人民的呼喚 : 尹錫悅韓國檢察官總
統的傳奇故事 / 劉順達作 .-- 一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People ; 483) .-- ISBN 978-626-335369-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尹錫悅 783.28
豪神有約. 一, 廣邀力匯英雄豪傑 成
就非凡卓越人生 / 邱彥豪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邱彥豪,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0438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人物志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訪談 783.31
千迴百轉的外交使命 : 林基正出使
四方隨筆 / 林基正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98-394-2 (平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林基正 2.CST: 臺灣傳記
3.CST: 外交人員 783.3886
不廢江河萬古流 : 林清凉回憶錄 / 林
清凉著 ; 陳丕燊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480 面; 21 公分 .-- (科學
文化 ; BCS222) .-- ISBN 978-986-525562-6 (精裝) NT$6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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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林清凉 2.CST: 回憶錄 3.CST:
物理學 783.3886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航空班 : 楊鴻鼎
將軍 / 劉永尚編 .-- 1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9204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8533-13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楊鴻鼎 2.CST: 飛行員 3.CST:
傳記 783.3886
心裡不正常的幻想常常使我忘記呼
吸(B 系列之 5) / 張永騰作 .-- 第一
版 .-- 雲林縣斗六市 : 張永騰, 11104 .- 3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07-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張永騰 2.CST: 回憶錄
783.3886
王文興訪談集 / 單德興著 .-- 臺北市 :
文訊雜誌社出版 ; [新北市] : 聯合發
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6102-81-3 (平
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王文興 2.CST: 作家 3.CST: 訪
談 4.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他,喚醒太陽 : 認證蕭蕭 / 羅文玲主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0 面; 23 公
分 .-- (文學研究叢書. 現代詩學叢刊 ;
807023) .-- ISBN 978-986-478-669-5 (平
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蕭蕭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新詩 4.CST: 詩評 783.3886
民國史研究的引路人 : 蔣永敬先生
傳 = Chiang Yung-Ching : a guide of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Chinese history / 林
桶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
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11104 .-- 210 面;
21 公分 .-- (史家薪傳 ; 2) .-- ISBN 978626-7036-83-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蔣永敬 2.CST: 傳記
783.3886
我在地球的奇異旅程 / 火星爺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火星酷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40-0-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許榮宏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故鄉心.故鄉情 / 黃娟口述 ; 王倩慧整
理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鄉 : 客家委
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1105 .-- 352
面; 24 公分 .-- (口述訪談叢書) .--

ISBN 978-986-5434-58-8 (精裝附數位
影音光碟) NT$350 普遍級
1.CST: 黃娟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負離子女王陳玟均 / 陳玟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大創意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370-2-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陳玟均 2.CST: 臺灣傳記
3.CST: 職場成功法 783.3886
軍法大審 : 施明德回憶錄. III, 一九八
0 / 施明德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76 面; 23 公分 .-- (歷史與現場 ;
320) .-- ISBN 978-626-335-376-3 (平裝)
NT$580 .-- ISBN 978-626-335-408-1 (精
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施明德 2.CST: 回憶錄 3.CST:
臺灣 783.3886
虔心逸芷 : 阮虔芷從演藝到公益的
絢麗人生 / 阮虔芷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20 面; 21 公分 .-- (People ;
483) .-- ISBN 978-626-335-367-1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阮虔芷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張福祿的世界 : 平凡人的非凡人生 :
入祀福建晉江祖祠的臺灣人 / 尹章
義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法人新
北市私 立張方 大慈 善事業 基金會 ,
11105 .-- 3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82-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張福祿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陳衣凡將軍口述回憶 / 吳餘德, 鍾大
章, 劉永尚文字 ; 劉永尚錄音 .-- 1
版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
會, 9212 .-- 200 面; 26 公分 .-- (軍事傳
記) .-- ISBN 978-957-28533-2-0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陳衣凡 2.CST: 傳記
783.3886
傅正與台灣民主運動 / 薛化元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自由思想
學術基金會, 11105 .-- 16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86-98568-3-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傅正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民主運動 783.3886

黃珊珊的 33 個人生故事 / 黃珊珊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商周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4 .-- 256 面;
21 公分 .-- (View point ; 109) .-- ISBN
978-626-318-258-5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黃珊珊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道中醫 : 李景陽博士紀念文集 / 李景
陽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陳雪莉,
11105 .-- 15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011-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李景陽 2.CST: 中醫師 3.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夢回東海 / 蕭振乾著 .-- 新竹市 : 蕭
振乾, 11105 .-- 3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071-1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蕭振乾 2.CST: 回憶錄 3.CST:
臺灣 783.3886
劉廣英回憶錄 : 小河彎彎入大海 往
事件件是真情 / 劉廣英著 .-- 初版 .-臺北市 :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
11105 .-- 2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96-412-2 (精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劉廣英 2.CST: 回憶錄
783.3886
練習與自己對話 : 願意當個傻女孩 /
張文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品文
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1-58-0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張文綺 2.CST: 自傳 3.CST: 臺
灣 783.3886
禮儀百貨大亨 : 用愛翻轉人生 / 李濂
淞口述 ; 孫沛芬執筆 .-- 初版 .-- 臺北
市 :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09-8-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李濂淞 2.CST: 殯葬業 3.CST:
自傳 4.CST: 臺灣 783.3886
覺醒的硬頸時代 : 魏廷朝小故事 / 李
俊達, 邱萬興, 廖紫妃, 魏筠編輯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11105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98-1-4 (平裝) 普遍級
1.CST: 魏廷朝 2.CST: 臺灣傳記
783.3886
驀然迴首感恩深 : 羅中揚將軍回憶 /
劉永尚, 黎邦亮編 .-- 臺北市 : 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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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航空史研究會, 9212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8533-0-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羅中揚 2.CST: 傳記
783.3886
海獅說歐洲王室羅曼死 / 神奇海獅
著 ; 布萊絲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究
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歷史 ; 78) .-- ISBN 978986-137-372-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傳記 2.CST: 歷史 3.CST: 歐洲
784
瑪莉官 / 珍妮.李斯特(Jenny Lister)著 ;
李函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224 面; 27 公
分 .-- (Demi-couture ; 1) .-- ISBN 978626-7092-33-0 (精裝) NT$1280 普遍級
1.CST: 官(Quant, Mary) 2.CST: 服裝
設計師 3.CST: 展覽 4.CST: 傳記
784.18
寶順洋行 : 杜特在淡水的見證 / 歐尼
基(Niki J. P. Alsford)著 ; 王若萱, 李鎧
揚, 魏逸瑩, 黃㵾任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1105 .-- 40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638-9726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杜特(Dodd, John) 2.CST: 傳記
3.CST: 臺灣 4.CST: 英國 784.18
魯益師與他的產地 : 護教大師內在
與 背 後 的 世 界 / 麥 葛 福 (Alister
McGrath)作 ; 吳震環翻譯 .-- 初版 .-新北市 : 校園書房出版社, 11106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198941-9 (精裝) 普遍級
1.CST: 魯益師(Lewis, C. S. (Clive
Staples), 1898-1963) 2.CST: 傳記
784.198
圖解普魯斯特 / 尼可拉斯 .拉貢諾
(Nicolas Ragonneau)著 ; 翁尚均譯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23 公分 .- ( 圖 解 ) .-- ISBN 978-957-08-630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普魯斯特(Proust, Marcel, 18711922) 2.CST: 傳記 3.CST: 文學評論
4.CST: 法國 784.28
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 / 莎拉.貝克威
爾(Sarah Bakewell)著 ; 黃煜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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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512 面; 21 公分 .- (Discourse ; 41) .-- ISBN 978-626-318275-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蒙田(Montaigne, Michel de,
1533-1592) 2.CST: 傳記 3.CST: 法國
784.28
從前有個伽利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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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160 面; 26 公
分 .-- (漫畫名人很有事 ; 9) .-- ISBN
978-626-313-061-6 (精裝) 普遍級
1.CST: 伽利略(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2.CST: 傳記 3.CST: 漫畫 4.CST:
義大利 784.58
卡耐基外傳 / 林郁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6-83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卡耐基(Carnegie, Dale, 18881955) 2.CST: 傳記 785.28
吉卜力十五年 : 我和「永遠停不下
來的人」共事的日子 / Steve Alpert
作 ; 張芸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行
人文化實驗室, 行人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186-8-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吉卜力工作室 2.CST: 回憶錄
785.28
亨利.福特自傳 : 影響人類歷史進程
的 100 名人排行榜唯一企業家 / 亨利.
福特作 ; 陳永年譯 .-- ㄧ版 .-- 臺北市 :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23 公分 .-- (成功講座 ; 382) .- ISBN 978-986-392-455-5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福特(Ford, Henry, 1863-1947)
2.CST: 汽車業 3.CST: 企業家 4.CST:
自傳 5.CST: 美國 785.28
克拉克將軍傳 / William Donohue Ellis,
Thomas J. Cunningham,Jr.[作] ; 劉景揚
譯 .-- 再版 .-- 臺北市 : 黎明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57-16-0983-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克拉克(Clarke, Bruce Cooper,
1901- ) 2.CST: 傳記 3.CST: 美國
785.28
萍蹤征塵 : 由美國陸軍軍牧生涯到
巴斯托榮民之家 = The story of my
army chaplaincy : from US Army to

Veterans Home of California, Barstow /
楊東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出
版社, 11105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0-416-4 (平裝) 普遍級
1.CST: 楊東川 2.CST: 回憶錄 3.CST:
美國 785.28
愛迪生傳 / 艾德蒙.摩里斯(Edmund
Morris)著 ; 辛亞蓓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664 面; 23 公分 .-- (亞當斯密 ; 16) .-ISBN 978-626-7092-38-5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愛迪生(Edison, Thomas A.,
1847-1931) 2.CST: 傳記 785.28
權力遊戲 : 馬斯克與特斯拉的世紀
賭注 / 提姆.希金斯(Tim Higgins)著 ;
潘昱均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奇光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6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45-5-0 (精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馬斯克(Musk, Elon.) 2.CST: 特
斯拉(Tesla Motors.) 3.CST: 企業家
4.CST: 傳記 5.CST: 美國 785.28

文物考古
雲深不知處 : 國定萬山岩雕群考古
遺址查探 / 許勝發, 王雅萱, 林惠娟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政府文
化局, 11104 .-- 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65-86-5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1.CST: 考古學 2.CST: 考古遺址
3.CST: 高雄巿茂林區 790
刀起刀落識豪傑 : 南臺灣六堆賴熊
飛大刀研究 / 李建緯, 李博揚, 吳慶泰,
邱正略編著 .-- 初版 .-- 苗栗縣銅鑼
鄉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1106 .-- 312 面; 26 公分 .-- (客家藏品
研究系列) .-- ISBN 978-986-5434-59-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刀 2.CST: 古兵器 3.CST: 文物
研究 4.CST: 臺灣 793.62
古彝文玉器鑒賞 : 銘文玉碑.銘文玉
琮.銘文玉印 / 曾力主編 .-- 臺北市 :
上承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100 面;
30 公分 .-- (中國古代文字藝術館館
藏 研 究 叢 書 ; 1) .-- ISBN 978-62695573-0-1 (平裝) 普遍級
61

1.CST: 玉器 2.CST: 古玉 3.CST: 中國
794.4
玉雕工藝顯微痕跡研究圖集. 第一卷,
紅山文化玉雕工藝 / 陳啟賢主編 .-初版 .-- 臺北市 : 眾志美術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30 公
分 .-- (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圖集系
列叢書 ; 1) .-- ISBN 978-986-95338-3-6
(平裝) NT$2500 普遍級
1.CST: 古玉 2.CST: 玉器 3.CST: 文物
研究 794.4
和合之美 : 蓮房書屋藏中國古代蓋
盒 = The beauty of ancient box and cover
/ 林彥禮文字撰述 .-- 初版 .-- 臺北市 :
蓮房書屋, 11105 .-- 240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06338-1-8 (精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古玉 2.CST: 玉器 3.CST: 文物
研究 4.CST: 中國 794.4
彬縣大佛寺 : 唐代佛教石窟的考古
學 報 告 與 研 究 = The great buddha
temple in Binxian :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t cave temples / 常 青
著 .-- 初版 .-- [新竹市] : 財團法人覺
風 佛 教 藝 術 文 化 基 金 會 , 11104 .-冊 .-- ISBN 978-986-97780-1-5 (全套:
精裝) NT$3600 普遍級
1.CST: 石窟 2.CST: 寺廟 3.CST: 佛教
藝術 4.CST: 中國 797.88
將軍一號 : 遺物研究與發展 =
Jiangjun no.1, Penghu Island, Taiwan :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acts
/ 成耆仁, 劉金源, 臧振華, 陳國棟, 李
明儒, 邱瑞焜, 黃漢彰, 董盈穎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04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578-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海底古物志 2.CST: 考古遺址
3.CST: 文物研究 4.CST: 澎湖縣
798.933

語言/文學類
語言文字學
成語漫畫笑學堂 / 康軒編輯部, 黃健
琪文 ; 劉俊良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26-454-0 (第 1
冊 : 平 裝 ) NT$290 .-- ISBN 978-626-

326-518-9 (第 2 冊:平裝) NT$290 .-ISBN 978-626-326-519-6 (第 3 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漫畫
802.183
叩叩城門開. 1, 龍王不見了 / 陳彥沖
文 ; 柯智元圖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00 面; 21 公
分 .-- (晨讀十分鐘成語新童話) .-- 注
音版 .-- ISBN 978-957-658-823-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通俗
作品 802.1839
成語故事 /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72 面; 28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7071-86-1 (精裝)
NT$28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通俗
作品 4.SHTB: 語言文學--3-6 歲幼兒
讀物 802.1839
看故事學成語 / 嚴歡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11105 .-- 冊 .- ISBN 978-986-452-426-6 (第 2 冊:平
裝) NT$240 .-- ISBN 978-986-452-4273 (第 3 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成語 3.CST: 通俗
作品 802.1839
字的神話傳說. 1, 玄人篇 / 林世仁文 ;
25 度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582-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漢字 2.CST: 漢語文字學
3.CST: 通俗作品 802.2
字的神話傳說. 2, 奇靈篇 / 林世仁文 ;
25 度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583-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漢字 2.CST: 漢語文字學
3.CST: 通俗作品 802.2
字的神話傳說. 3, 神物篇 / 林世仁文 ;
25 度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584-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漢字 2.CST: 漢語文字學
3.CST: 通俗作品 802.2
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 / (漢)許慎撰 ;
(清)段玉裁注 ; 李添富總校定 .-- 初

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1008 面; 26 公分 .-- 標點
本 .-- ISBN 978-626-95895-3-1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說文解字 2.CST: 注釋
802.223
FOOD 超人新編學生國語辭典 / 風車
編輯群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11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86-223-744-1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詞典 802.3
宋代語音及其與現代漢語方言的對
應 / 孔薇涵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
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10
面 ; 23 公 分 .-- ( 語 言 文 字 叢 書 ;
1000019) .-- ISBN 978-986-478-672-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語音學 3.CST: 方
言學 4.CST: 比較語言學 802.4

ISBN 978-626-7071-84-7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三字經 2.CST: 蒙求書 3.CST:
漢語 4.CST: 讀本 5.SHTB: 語言文學-3-6 歲幼兒讀物 802.81
越南人快樂學中文 = Người việt nam
vẻ học tiếng trung / 名紅錦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統一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272 面; 23 公分 .-- 注音版 .-ISBN 978-986-99369-7-2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6
滿文原檔<<滿文原檔>>選讀譯注 :
太祖朝. 七 / 莊吉發譯注 .-- 初版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4 .-- 556
面; 21 公分 .-- (滿語叢刊 ; 46) .-- ISBN
978-986-314-597-4 (平裝) NT$750 普
遍級
1.CST: 滿語 2.CST: 讀本 802.918

新校宋本廣韻 / (宋)陳彭年等作 ; 李
添富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洪葉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7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95-2-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廣韻 2.CST: 聲韻 802.421

滿文原檔<<滿文原檔>>選讀譯注 :
太祖朝. 八 / 莊吉發譯注 .-- 初版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5 .-- 534
面; 21 公分 .-- (滿語叢刊 ; 47) .-- ISBN
978-986-314-598-1 (平裝) NT$740 普
遍級
1.CST: 滿語 2.CST: 讀本 802.918a

嘉義縣東石鄉閩南話研究 / 張屏生
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阜盛文教事業
有限公司, 11104 .-- 3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869-9-4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閩南語 2.CST: 比較方言學
3.CST: 嘉義縣東石鄉 802.5232

日本流行用語及語源由來 / 林偉立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1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96-2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語源
學 803.12

過去恁多年做毋得講个事情 : 講還
我母語運動 / 黃菊芳撰文 .-- 初版 .-臺北市 :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1104 .- 374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57-638970-2 (平裝) NT$560 普遍級
1.CST: 客語 2.CST: 語言政策 3.CST:
文集 802.523807

日本人的哈啦妙招!日文擬聲.擬態語
輕鬆學(音檔 QR Code 版) / 山本峰規
子作 .-- 二版 .-- 臺北市 : 笛藤出版圖
書有限公司,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10-853-1 (平裝) NT$29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803.16

(初等考試)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
的七堂課看這本就夠了 / 李宜藍編
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59-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漢語 2.CST: 讀本 802.8

慣用日語句型上手書 1000(寂天雲隨
身聽 APP 版) / 橋本友紀, 池畑裕介,
佐藤佳彩著 ; 黃瀞瑤, 彭誼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528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00-131-2 (20K 平裝) 普
遍級
1.CST: 日語 2.CST: 句法 803.169

三字經 /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二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72 面; 28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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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讀本 / 趙順文編著 .-- 修訂二
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冊 .-- ISBN 978-957-14-

7443-4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14-7444-1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803.18
職場日語不卡卡 情境商用日語會話
/ 吳皇禪著 ; 陳宜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八方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0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710-855-5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商業 3.CST: 會話
803.188
40 天搞定新日檢 N3 單字 / こんどう
ともこ, 王愿琦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05 .-- 416 面;
23 公分 .-- (檢定攻略系列 ; 72) .-ISBN 978-986-5560-74-4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JLPT 新日檢(N3 字彙)考前衝刺大作
戰 / 費長琳, 黃均亭合著 .-- 初版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390 面; 23 公分 .-- (原來
如此 ; J055) .-- ISBN 978-626-7116-06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JLPT 新日檢(N4 字彙)考前衝刺大作
戰 / 費長琳, 黃均亭合著 .-- 初版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292 面; 23 公分 .-- (原來
如此 ; J054) .-- ISBN 978-626-7116-0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JLPT 新日檢(N5 字彙)考前衝刺大作
戰 / 費長琳, 黃均亭合著 .-- 初版 .-臺北市 :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178 面; 23 公分 .-- (原來
如此 ; J053) .-- ISBN 978-626-7116-04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日檢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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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8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30-5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讀本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絕對合格全攻略!新制日檢 N2 必背
必出聽力 / 吉松由美, 田中陽子, 西村
惠子,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合著 .-初版 .-- 臺北市 : 山田社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絕對合格 ; 34) .-- ISBN 978-986-246691-9 (平裝附光碟片) NT$369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189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文
法 =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
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一
版 .-- 屏東市 : 想閱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30 面; 26 公分 .-- (N1 系列.
文法) .-- ISBN 978-626-95661-2-9 (平
裝) NT$52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文
法 =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
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一
版 .-- 屏東市 : 想閱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348 面; 26 公分 .-- (N2 系列.
文法) .-- ISBN 978-626-95661-3-6 (平
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3 文
法 =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
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一
版 .-- 屏東市 : 想閱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376 面; 26 公分 .-- (N3 系列.
文法) .-- ISBN 978-626-95661-4-3 (平
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4 文
法 =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
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一
版 .-- 屏東市 : 想閱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56 面; 26 公分 .-- (N4 系列.
文法) .-- ISBN 978-626-95661-1-2 (平
裝) NT$540 普遍級
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文
法 =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
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一
版 .-- 屏東市 : 想閱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306 面; 26 公分 .-- (N5 系列.
文法) .-- ISBN 978-626-95661-5-0 (平
裝) NT$4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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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日語 2.CST: 語法 3.CST: 能力
測驗 803.189
標準韓國語發音 / 陳慶智, 羅際任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
公司, 11106 .-- 160 面; 26 公分 .-- (外
語學習系列 ; 110) .-- ISBN 978-9865560-71-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發音 803.24
標準韓國語發音 / 金志珉, 尹信愛, 李
殷珠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社,
11107 .-- 2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4-223-9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發音 803.24
初級韓語文法全攻略 : 從零基礎到
考過韓檢 TOPIKI,一本就夠! / 金善孝,
李炫周, 金靖芸, 朱希鮮著 .-- 初版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336 面; 26 公分 .-- (EZ
Korea ; 40) .-- ISBN 978-626-7089-88-0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語法 803.26
高麗大學有趣的韓國語 / 高麗大學
韓國語中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1106 .-- 276 面;
28 公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109) .-ISBN 978-986-5560-72-0 (第 1 冊: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新高麗大學韓國語 / 高麗大學韓國
語中心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瑞蘭
國際有限公司, 11106 .-- 236 面; 28 公
分 .-- (外語學習系列 ; 108) .-- ISBN
978-986-5560-73-7 ( 第 1 冊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讀本 803.28
跟著阿卡老師瘋韓旅 / 郭修蓉著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
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97-151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會話 3.CST: 旅遊
803.288
Cool Topik II 新韓檢中高級聽力速成
攻略 / 李慧琳, 朱慧琳, 黃智宣作 ; 曾
子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52 面;
26 公分 .-- (EZ Korea 檢定 ; 10) .-ISBN 978-626-7089-94-1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能力測驗
803.289

韓語兔的韓檢單字記憶吐司 : TOPIK
I = 암기빵 / 韓語兔小學堂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312 面; 23 公分 .-- (KR ;
5) .-- ISBN 978-957-532-605-0 (平裝)
普遍級
1.CST: 韓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289
全民台語認證語詞分級寶典(加強版)
= GTPT Taiwanese word lists in
accordance with CEFR = Choân-bîn Tâigí Jīn-chèng Gí-sû Hun-kip Pó-tián
Ka-kiông-pán /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
文測驗中心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亞細亞國際傳播社, 11105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728-1-6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詞彙 3.CST: 能力
測驗 803.32
台語心花開 / 鄭順聰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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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165-0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讀本 803.38
咱來講台語 / 親親文化編輯部編著 .- 臺北市 :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ISBN 978-986-5553-449 (第 3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986-5553-45-6 (第 4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讀本 3.SHTB: 語
言文學--3-6 歲幼兒讀物 803.38
臺語話神仙. II, 人見人愛土地公 =
Tudi Gong : the god of everybody / 陳維
霖作.繪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文化
局, 11106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93-7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讀本 803.38
臺語話神仙. II, 王爺及王船信仰 =
The worship of Wangye and Wangye's
boat / 粘忘凡作 ; 蔡杏元繪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11106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91-3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讀本 803.38
臺語話神仙. II, 牧童神仙廣澤尊王 =
The Shepherd God : Guangze Zunwang /
蔡靜江作.繪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
文化局, 11106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94-4 (精裝) 普遍
級
1.CST: 臺語 2.CST: 讀本 803.38
臺 語 話 神 仙. II, 財 神駕 到 ! = Here
comes the Cai Shen! / 康原作 ; 翁君菱
繪 .-- 桃園市 :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11106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0-90-6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讀本 803.38
臺 語 話 神 仙 . II, 聽 三 界 公 講 古 =
Enjoy story time with Sanjie Gong / 謝
鴻文作 ; 李信慧繪 .-- 桃園市 : 桃園
市政府文化局, 11106 .-- 4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20-92-0 (精裝)
普遍級
1.CST: 臺語 2.CST: 讀本 803.38
蘭札體梵字入門 = An introduction to
Rañjana / 林光明, 林怡馨編纂 .-- 二
版 .-- 臺北市 : 嘉豐出版社, 11106 .-398 面; 21 公分 .-- (光明文集 ; 5) .-ISBN 978-986-99578-1-6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梵文 803.4091
太 魯 閣 語 詞 類 及 其 教 學 = Truku
Klgan Kari ni Tnegsa / 李佩容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
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05 .-- 300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書. III ;
12) .-- ISBN 978-626-96068-1-8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太魯閣語 2.CST: 詞類
803.9908
卡那卡那富語詞類及其教學 =
Kanakanavu niaricaia kari mata siatuturu
/ 齊莉莎, 鄧芳青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
展基金會, 11105 .-- 272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書. III ; 16) .-- ISBN
978-626-96068-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卡那卡那富語 2.CST: 詞類
803.9908
布 農 語 詞 類 及 其 教 學 = Itu Bunun
patasan halinga mas isnanava / 李俐盈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05 .-260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
書. III ; 4) .-- ISBN 978-626-96066-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布農語 2.CST: 詞類
803.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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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語詞類及其教學 = Pinuyumayan
na semaseneseneng kana ngaingai zi natu
patakakesien / 鄧芳青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
發展基金會, 11105 .-- 196 面; 26 公
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書. III ; 5) .-ISBN 978-626-96066-4-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卑南語 2.CST: 詞類
803.9908
拉阿魯哇語詞類及其教學 = Hla'alua
siatuturua sipiacani kari Hla'alua / 齊莉
莎, 鄧芳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
會, 11105 .-- 212 面; 26 公分 .-- (臺灣
南島語言叢書. III ; 15) .-- ISBN 978626-96068-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拉阿魯哇語 2.CST: 詞類
803.9908
邵語詞類及其教學 = Thau pinatashan
a qbit numa pinfazaq / 齊莉莎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
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05 .-- 212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書. III ;
10) .-- ISBN 978-626-96066-9-6 (平裝)
普遍級
1.CST: 邵語 2.CST: 詞類 803.9908
阿美語詞類及其教學 = Pangcah O
kasawasil no sowal ato laleko no
pipasifana' / 吳靜蘭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
展基金會, 11105 .-- 232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書. III ; 1) .-- ISBN
978-626-96066-0-3 (平裝) 普遍級
1.CST: 阿美語 2.CST: 詞類
803.9908
泰 雅 語 詞 類 及 其 教 學 = 'Tayal
pintbcyan na ke' ru ppcbaq / 黃美金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05 .-- 484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書. III ;
16) .-- ISBN 978-626-96066-1-0 (平裝)
普遍級
1.CST: 泰雅語 2.CST: 詞類
803.9908
排灣語詞類及其教學 = Paiwan vecik
katua sipatulu / 謝富惠, 宋佳興, 李佩
容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
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05 .- 372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
書. III ; 3) .-- ISBN 978-626-96066-2-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排灣語 2.CST: 詞類
803.9908
雅美(達悟)語詞類及其教學 =
ciriciring no Tao pikapiapinpinan no
vatvatek a ipangananao / 何德華, 董瑪
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
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05 .- 348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
書. III ; 9) .-- ISBN 978-626-96066-8-9
(平裝) 普遍級
1.CST: 達悟語 2.CST: 詞類
803.9908
鄒語詞類及其教學 = Cou avavoh'una
'omo h'unasi ci e'e ho titha mo'ma'cohio /
林谷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原住 民族語 言研 究發展 基金會 ,
11105 .-- 324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
語言叢書. III ; 7) .-- ISBN 978-62696066-6-5 (平裝) 普遍級
1.CST: 鄒語 2.CST: 詞類 803.9908
撒奇萊雅語詞類及其教學 = Sakizaya
pisitekeden atu sapasubana' / 沈 文 琦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05 .-268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
書. III ; 13) .-- ISBN 978-626-96068-2-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撒奇萊雅語 2.CST: 詞類
803.9908
魯凱語詞類及其教學 = 'Oponoho tapa'
akaela solate la avolrovolro / 齊 莉 莎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05 .-240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
書. III ; 6) .-- ISBN 978-626-96066-5-8
(平裝) 普遍級
1.CST: 魯凱語 2.CST: 詞類
803.9908
噶 瑪蘭 語詞 類及 其教 學 = Kebalan
senudadan seRay tudan / 謝富惠著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
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05 .-- 336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書. III ;
11) .-- ISBN 978-626-96068-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噶瑪蘭語 2.CST: 詞類
803.9908
賽夏語詞類及其教學 = SaySiyat ka
ka:i' Sinrahoe' ki katortoroe'en / 葉美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05 .--

288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語言叢
書. III ; 8) .-- ISBN 978-626-96066-7-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賽夏語 2.CST: 詞類
803.9908
賽 德 克 語 詞 類 及 其 教 學 = Seediq
Knklegan Snnaaxan Kari daha ka Stgesa
/ 宋麗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
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05 .-- 356 面; 26 公分 .-- (臺灣南島
語言叢書. III ; 14) .-- ISBN 978-62696068-3-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賽德克語 2.CST: 詞類
803.9908
5 分鐘學 ABC : 自然發音全圖解,不
背音標也能學好英文 / 蔡文宜著 .-初版 .-- 新北市 : 大心文創, 11106 .-252 面 ; 20X21 公 分 .-- ( 英 語 館 ;
E010) .-- ISBN 978-986-06862-8-9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3.CST: 發音
4.SHTB: 詞彙書--3-6 歲幼兒讀物
805.12
CNN 最常用美國在地 英語字彙 =
Understanding how words are used in
CNN news / 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65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新聞英文 2.CST: 詞彙
805.12
專 業 新 聞 英 文 搭 配 詞 = News
collocations / 朴鐘弘著 ; 謝宜倫譯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7 .-- 368 面; 21 公分 .- (EZ talk) .-- ISBN 978-626-7089-92-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新聞英文 2.CST: 詞彙 3.CST:
句法 805.12
速聽.速記全新制 108 課綱單字 / 曾
辛喬, 卓昀蒔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53-6-7 (平
裝附光碟片)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無敵英語單字王 / 張瑜凌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402 面; 17 公分 .-- (行動
學習 ; 19) .-- ISBN 978-626-95952-2-8
(平裝)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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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統測核心字彙總複習 / 希伯崙
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希
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冊 .-ISBN 978-986-441-653-0 (全套: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詞彙 805.12
醫護英文用語 / 劉明德, 蔡玟蕙, 薛承
君, 甘宜弘, 張銘峰, 韓文蕙, 徐玉珍,
馮兆康, 傅綢妹, 呂維倫, 薛嘉元, 蔣
蓮娜, Jonathan Chen-Ken Seak, 王守玉
編著 .-- 六版 .-- 新北市 : 新文京開發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30-827-9 (平
裝) NT$49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醫學 3.CST: 詞彙
805.12
稱霸致勝神救援!應考必備 1,000 英
文片語 / 賴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0 面; 26 公分 .-- (常春藤升
大學系列 ; A103) .-- ISBN 978-62695676-9-0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慣用語 805.123
5 分鐘征服英文法 / 張瑪麗著 .-- 新
北市 : 哈福企業有限公司, 11105 .-224 面; 21 公分 .-- (英語系列 ; 79) .-ISBN 978-626-95576-8-4 (平裝附光碟
片) NT$34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77 天雙腦圖解英文文法 Oh My God /
林尚德, Samuel A. Denny, Jr.作 .-- 初
版 .-- [臺北巿] : 生命樹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96081-0-2 (上冊:
平裝) NT$430 .-- ISBN 978-626-960811-9 (下冊:平裝) NT$43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語法 805.16
(初等考試)英文焦點速成 / 劉似蓉編
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53-1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郵政招考)郵政英文勝經 / 劉似蓉
編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38-8 (平
裝) 普遍級
1.CST: 英文 2.CST: 讀本 805.18
*(郵政招考)郵政英文焦點速成+模
擬試題演練 / 雁子 .-- 第二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11104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4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文 2.CST: 讀本 805.18
美國家庭的 100 堂閱讀課 : 學英文同
時學知識,在家最有效的親子互動,立
即提升英文閱讀力! / TinyFolds 著 ;
蔡宜庭譯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出版
社, 11106 .-- 4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54-222-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英文閱讀素養訓練課 : 經典文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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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28-2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唱吧!英文歌謠 : 聽歌謠說故事(寂天
雲隨身聽 APP 版) = Let's sing and learn
English songs / Gloria Lu 著 .-- 二版 .-[臺北市] : 語言工場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6963-82-7 (20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超級英語閱讀訓練. 2, FUN 學美國英
語課本精選(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Michael A. Putlack, e-Creative Contents
著 ;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 譯 .-二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27-5 (第 2 冊: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運動英文 / 徐茂洲, 李恆儒, 陳敏弘,
馬上閔, 林政勳, 吳明憲, 李光武, 姜
義村, 陳明耀, 楊啟文, 王妙僅, 江威,
鍾怡純合著 .-- 二版 .-- 臺中市 : 華格
那企業有限公司, 11105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62-869-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運動 3.CST: 讀本
805.18
與世界接軌的必勝英文課 : 三步驟
馬上晉升全球搶手人才 / 袁思嘉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
-不求人文化, 11105 .-- 25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599-4-7 (平裝附
光碟片) NT$34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與神同行學英語 : 從海外留學到開
展人生,一步步領受大能者最好的禮
物 ! = Walking with God in English
learning : overseas studying and
propagating : the best reward from the
almighty / 王世平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41657-8 (平裝) 普遍級
1.CST: 聖經 2.CST: 英語 3.CST: 讀本
805.18
聽說讀寫新思維英語學習策略 / 北
美麥唐娜國際學院英語教學組著 .-初版 .-- 臺北市 :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
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1106 .-- 5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97-168 (平裝) NT$4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讀本 805.18
世界最強英文溝通技巧 : 食、衣、
住、行、育、樂、職都能輕鬆表達
的英語會話指南 / 蔡詠琳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07-189-0 (平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可以馬上和老外聊不停的英語會話 /
施孝昌著 .-- 新北市 : 布可屋文化,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英語通 ;
15) .-- ISBN 978-986-5544-84-3 (平裝
附光碟片) NT$340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會話 805.188
國際專業客房英語(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English for housekeeping /
Robert Majure 著 ; 羅竹君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29-9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旅館業 3.CST: 會
話 805.188
IELTS 雅思致勝寶典 : 圖解聽說讀寫
攻略+3 回制霸模擬試題(解析本) / 賴
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
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32 面;
26 公分 .-- (IELTS 雅思系列 ; IEC02) .- ISBN 978-626-96046-2-3 ( 平 裝 )
NT$499 普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讀本 805.189
IELTS 雅思致勝寶典 : 圖解聽說讀寫
攻略+4 回完勝模擬試題(解析本) / 賴
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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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92 面;
26 公分 .-- (IELTS 雅思系列 ; IEB02) .- ISBN 978-626-96046-1-6 ( 平 裝 )
NT$630 普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讀本 805.189
IELTS 雅思致勝寶典 : 圖解聽說讀寫
攻略+4 回奪標模擬試題(解析本) / 賴
世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
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92 面;
26 公分 .-- (IELTS 雅思系列 ; IEA02) .- ISBN 978-626-96046-0-9 ( 平 裝 )
NT$630 普遍級
1.CST: 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CST: 讀本 805.189
新制全民英檢 GEPT 初級聽力測驗
10 回 : 全新題型 / Vivienne Goodall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文鶴出版有限
公司, 11105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147-977-4 (平裝) 普遍級
1.CST: 英語 2.CST: 問題集
805.1892
考前衝刺,你最需要的高分聖經 :
TOEFL 托福單字必考清單 / LiveABC
編輯團隊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希伯
崙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1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86-441-65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托福考試 2.CST: 詞彙
805.1894
TOEIC®測驗核心單字書 = TOEIC®
vocabulary builder / ETS®作 ; TOEIC®
臺灣區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編
輯委員會編譯 .-- 再版 .-- 臺北市 :
TOEIC®臺灣區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4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2983-8-4 (平裝) NT$690 普
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速聽.速記全新制 TOEIC 多益單字 /
外國語研究發展中心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49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753-7-4 (平裝附光碟片) NT$399 普
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2.CST: 詞彙
805.1895
新制 New TOEIC 聽力閱讀超高分 :
最新多益改版黃金試題 2000 題(聽力
+閱讀雙書版)(寂天雲隨身聽 APP 版)

/ Ki Taek Lee, The Mozilge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 著 ; 王傳明, 林育珊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寂天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8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0-126-8 (16K
平裝) 普遍級
1.CST: 多益測驗 805.1895
荷蘭語會話暨文法自修專書. 2022 年
版 / 楊佳惠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經典, 11105 .-- 274 面; 26 公分 .-(學習新知類 ; PD0086)(學語言 ; 20) .- BOD 版 .-- ISBN 978-626-95350-4-0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荷蘭語 2.CST: 會話 3.CST: 語
法 805.488

文學
文章作法 / 夏丏尊, 劉薰宇著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176 面; 17 公分 .-(掌中書系列) .-- ISBN 978-626-317782-6 (平裝) NT$220 普遍級
1.CST: 寫作法 811.1
角色的解剖 : 跟好萊塢編劇教父學
習角色研究的技藝,挖掘角色的四個
自我,深究人性的課題,建立渾然一體
的角色人物宇宙 / 羅伯特.麥基
(Robert Mckee)著 ; 汪冠岐, 黃政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489-625-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電影劇本 2.CST: 寫作法
3.CST: 角色 812.31
娥蘇拉.勒瑰恩的小說工作坊 : 十種
技巧掌握敘事 / 娥蘇拉.勒瑰恩
(Ursula K. Le Guin)著 ; 齊若蘭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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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272 面; 21 公
分 .-- (繆思 ; 37) .-- ISBN 978-626-314175-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小說 2.CST: 寫作法 812.71
人間有愛,幸福台灣 : 2021 高苑盃移
民工文學獎作品集 = The 2021 Kao
Yuan University Cup of literature awards
for migrant workers portfolio / 鍾美玲
主編 .-- 高雄市 : 高苑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11104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755-77-4 (平裝) 普遍
級

813.4
三 分 鐘 床 邊 故 事 / Andersen, Carlo
Collodi, Grimm Brothers, Aesop 作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96 面; 17X17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7071-73-1 (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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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

368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822-1-1 (平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小說 2.CST: 中國文學史
820.97
宋元明傳奇的走向 : 從<<剪燈新話
>>到<<歡喜冤家>>,從愛情婚姻的悲
劇結局到市井男女的恩怨情仇 / 石
昌渝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19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46-9 (平裝) NT$299 普遍級
1.CST: 古典小說 2.CST: 中國文學史
820.97

海峽兩岸玄覽論壇論文集. 第八屆 :
詩情畫意-中華詩畫經典傳承與鑑賞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輯 .-- 臺
北市 : 國家圖書館, 11104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678-716-4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中國畫
3.CST: 古籍 4.CST: 學術交流 5.CST:
文集 820.7

明代通俗小說的鼎盛 : 從<<三國演
義>>到<<金瓶梅>>,從說唱平話到四
大奇書的確立 / 石昌渝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254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58-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通俗小說 2.CST: 中國文學史
3.CST: 明代 820.97

接受美學視域下之創作實踐研究 /
許淑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80 面;
23 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文學理論
叢刊 ; 801006) .-- ISBN 978-986-478674-9 (平裝) NT$40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 2.CST: 文學美學
3.CST: 文學評論 820.7

唐傳奇與宋代通俗文學的崛起 : 從
<<鶯鶯傳>>到<<清平山堂話本>>,從
傳奇小說的誕生到話本的初生 / 石
昌渝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48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30-8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古典小說 2.CST: 中國文學史
3.CST: 唐代 4.CST: 宋代 820.97

詩裡的大唐 / 最愛君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冊 .-- (知識叢書 ; 11151116) .-- ISBN 978-626-335-397-8 (上
冊 : 平 裝 ) NT$320 .-- ISBN 978-626335-398-5 (下冊: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中國文學史 2.CST: 唐詩
3.CST: 詩評 4.CST: 傳記 820.9104
小說的孕育 : 從<<搜神記>>到<<史
記>>,從秦漢志怪的興起到西漢史傳
的輝煌 / 石昌渝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32 面; 21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19-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1.CST: 中國小說 2.CST: 中國文學史
3.CST: 秦漢 4.CST: 魏晉南北朝
820.97
中國小說史略 / 魯迅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視野 New Vision, 11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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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與｢現代｣ : 近代中國文人之歐
遊心影錄(1920-1935) / 陳奕進著 .-初版 .-- 臺北市 :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
司, 11104 .-- 2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111-5-1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新詩 2.CST: 詩評 821.88
現代詩品論 / 荒島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廖童年, 11105 .-- 31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60-5 ( 平 裝 )
NT$444 普遍級
1.CST: 詩評 2.CST: 中國詩 821.886

中國文學總集
賞讀書信. 二, 古典詩詞天空 : 唐至清
代日月星辰晴雨雪九二首 / 夏玉露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朵雲文化出版
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0 公分 .-

- (iP ; 02b) .-- ISBN 978-986-98809-6-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31
唸唐詩 / 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三
版 .--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96 面; 28 公分 .-ISBN 978-626-7071-85-4 ( 精 裝 )
NT$280 普遍級
1.SHTB: 詩歌--3-6 歲幼兒讀物
831.4
行過幽谷紐約記疫 : 紐約華文作家
協會文集 / 石文珊主編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5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
類 ; PG2774)(北 美華文 作 家系列 ;
43)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75-3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39.9

中國文學別集
魯迅雜文全集 : <<集外集>><<集外
集拾遺>> / 魯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74-2-0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848.4
天才、日常與獨創 : 性別視角下閱
讀蘇雪林 / 蔡玫姿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732659-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蘇雪林 2.CST: 學術思想
3.CST: 文學評論 848.6

各地文學；各民族文學；
各體文學
小小實驗 / 飛鵬子著 .-- 初版 .-- 宜蘭
市 : 松鼠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80
面; 19 公分 .-- (松香 ; 7) .-- ISBN 978986-99868-4-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1.487
手柄解鎖 : 遊戲詩歌集 / 米高貓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
部, 11105 .-- 43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26-27-1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51.487

望雲窗詩稿 / 馬顯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 .-- 180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
叢書. 詩文叢集 ; 1301070) .-- ISBN
978-986-478-668-8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51.487
刺蝟讀書 : 董啟章讀書隨筆集. 二 /
董啟章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
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學 ; 700) .-ISBN 978-986-323-454-8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55
摸布貓自己賺罐罐 : 人氣藝術家
「黑山的烏鴉」第一本原創故事集
= Mobu's diary / 黑山 Kathy Lam 著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出版,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5 .-- 15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5543-91-4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5
五告令 A 超級冷笑話抵家,強笑配方
普拉斯 / 馮國濤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Easy 系列 ; 49) .- ISBN 978-626-7098-20-2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56.8
奴隸帝王 : 石勒 : 英雄出少年 / 毋福
珠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58 面; 21 公
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57-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45
絣織紅樓 : 紅樓夢與乾隆的十三道
陰影 / 馬以工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00 面; 26 公分 .-- (當代名家. 馬以
工 作 品 集 ; 1) .-- ISBN 978-957-086308-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紅學 2.CST: 清史 3.CST: 研究
考訂 857.49
直男癌病史 / 林韋地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三
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266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111-6-8 (平裝) NT$390 普遍級
8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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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人看的非主流童話 / 劉紅卿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11105 .-- 276 面; 21 公分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47-6 (平
裝) NT$360 限制級
857.63
一朝穿越救蒼生 / 白玉樓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藍海系列 ; E120501E120504) .-- ISBN 978-986-527-515-0
(卷 1: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516-7 (卷 2: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517-4 ( 卷 3: 平 裝 )
NT$290 .-- ISBN 978-986-527-518-1 (卷
4: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二哈和他的白貓師尊 / 肉包不吃肉
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
社, 11105 .-- 冊 .-- (蘭陵集系列) .-ISBN 978-986-5537-79-1 (卷 1: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5537-80-7 (卷
2: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9865537-81-4 (卷 3: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5537-82-1 ( 卷 4: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986-5537-83-8 (卷
5: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9865537-84-5 (卷 6:平裝) NT$450 .-- ISBN
978-986-5537-85-2 ( 卷 7: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986-5537-86-9 (卷
8: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9865537-87-6 (全套:平裝) 限制級
857.7
三流貴女拚轉運 / 夏言著 .-- 初版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文創風 ; 1068-1069) .- ISBN 978-986-509-327-3 (上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86-509-328-0 (下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57.7
千門. 三, 千門之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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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20-4 (平裝) 普遍級
857.7
千門. 四, 千門之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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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21-1 (平裝) 普遍級
857.7

心毒. 2, Case002 : 知己 / 初禾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88-7-8 (平裝) 普遍級
857.7
日常運動 / 梁莉姿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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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4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4-172-8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57.7
主君的藥引 / 塵泱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20101-E120103) .-ISBN 978-986-527-509-9 (卷 1: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510-5 (卷
2: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511-2 (卷 3: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吃飯娘子大 / 眠舟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冊 .-- (文創風 ; 1061-1062) .-- ISBN
978-986-509-320-4 ( 上 冊 : 平 裝 )
NT$270 .-- ISBN 978-986-509-321-1 (下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好時候 / 田佳霖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250 面; 21 公分 .-(釀小說 ; 267)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66-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7.7
安娜的心理諮商 / 劉紅卿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232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44-5 (平裝)
NT$299 限制級
857.7
安然如素 / 向然作 .-- [宜蘭縣羅東
鎮] : 北極之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21 公分 .-- (夜幕低
垂 ; 183) .-- ISBN 978-626-95121-6-4
(平裝) NT$360 限制級
857.7

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25-94-9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57.7
每天與少爺諜對諜 / 雲山藍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
列 ; E119901) .-- ISBN 978-986-527512-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57.7

集 系 列 ) .-- ISBN 978-986-5537-69-2
(卷 1:平裝) NT$360 .-- ISBN 978-9865537-70-8 (卷 2:平裝) NT$360 .-- ISBN
978-986-5537-71-5 ( 卷 3: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986-5537-72-2 (卷
4: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9865537-73-9 (卷 5:平裝) NT$360 .-- ISBN
978-986-5537-74-6 (全套:平裝) 限制
級
857.7

明年見,明天見 / Middle 著 .-- 初版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11105 .-- 200 面; 2 公分 .-- (Middle
作品 ; 8) .-- ISBN 978-957-741-529-5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57.7

逆時偵查. 3, 未來之光 / 張小貓作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489-629-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57.7

青梅一心要發家 / 連禪著 .-- 初版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文創風 ; 1065-1067) .- ISBN 978-986-509-324-2 (第 1 冊:平
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259 (第 2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09-326-6 (第 3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御賜剋星妻 / 池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 藍 海 系 列 ; E119601-E119603) .-ISBN 978-986-527-499-3 (卷 1: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500-6 (卷
2: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501-3 (卷 3: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為了聶先生的恩寵 / 青雲待雨時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霏文創出版社,
11105 .-- 冊 .-- (蘭陵集系列) .-- ISBN
978-986-5537-75-3 ( 上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986-5537-76-0 (中
冊 : 平 裝 ) NT$360 .-- ISBN 978-9865537-77-7 ( 下 冊 : 平 裝 ) NT$360 .-ISBN 978-986-5537-78-4 (全套:平裝)
限制級
857.7
美人退婚後 / 貓夫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冊 .-- (藍海系列 ; E119801-E119802) .- ISBN 978-986-527-505-1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986-527-506-8 (下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857.7

成癮性 / 執迷作 .-- 初版 .-- 桃園市 :
栗子文創工作室, 11105 .-- 28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033-9-1 (平裝)
NT$360 限制級
857.7

娘子快來救駕 / 淺笑輕甜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藍海系列 ; E120301E120302) .-- ISBN 978-986-527-513-6
(上冊:平裝) NT$270 .-- ISBN 978-986527-514-3 (下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57.7

老舍作品精選. 10 : 二馬 / 老舍著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

破雲 / 淮上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葭
霏文創出版社, 11105 .-- 冊 .-- (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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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傳反派八卦 / 墨中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藍海系列 ; E119701E119702) .-- ISBN 978-986-527-503-7
(上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504-4 (下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這麼多年 / 八月長安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平裝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皇
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冊 .-- (☆小說 ; 013) .-- ISBN 978-62695638-6-9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95638-7-6 ( 中 冊 : 平 裝 ) .-- ISBN
978-626-95638-8-3 (下冊:平裝) 普遍
級
857.7
萬有引力 / 騎鯨南去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愛呦文創有限公司, 11106 .-368 面; 21 公分 .-- (i 小說 ; 42) .-- ISBN
978-986-06917-8-8 ( 第 1 冊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57.7
箏服天下 / 霜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5 .-- 冊 .-(文創風 ; 1063-1064) .-- ISBN 978-986509-322-8 ( 上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9-323-5 (下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857.7
蒼蘭訣 / 九鷺非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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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6-937-1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938-8 (下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樂蘊奇音旁通情 : 袍修羅蘭別冊 / 愚
溪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普音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82-0-5 (精裝)
NT$800 普遍級
857.7
醋缸王爺 / 連蕎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藍 海 系 列 ; E119501-E119502) .-ISBN 978-986-527-497-9 (上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498-6 (下
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護妻先爬牆 / 與青書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冊 .-- (藍海系列 ; E120001-E120002) .- ISBN 978-986-527-507-5 (上冊:平裝)
NT$290 .-- ISBN 978-986-527-508-2 (下
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57.7
*靈魂決定我愛你 / 墨西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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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 .-- ISBN 978-986-506-406-8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986-506-407-5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6-416-7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86-506417-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57.7
黌舍一夢 / 馬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430 面; 23 公分 .-- (文化生活叢書. 藝
文 風 采 ) .-- ISBN 978-986-478-673-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857.7
腊梅含笑 / 李吉华著 .-- 第一版 .-- 新
北市 : 凌零出版社, 11104 .-- 270 面;
21 公分 .-- 正體題名:臘梅含笑 .-ISBN 978-626-95816-1-0 ( 平 裝 )
NT$430 普遍級

857.7
水晶人 / 古龍創意 ; 黃鷹執筆 .-- 二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冊 .-- (古龍集外集 ;
1-2) .-- ISBN 978-626-7025-95-6 (上冊:
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702596-3 (下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57.9
無翼蝙蝠 / 古龍創意 ; 黃鷹執筆 .-- 二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冊 .-- (古龍集外集 ;
7-8) .-- ISBN 978-626-7153-01-7 (上冊:
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715302-4 (下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57.9
黑蜥蜴 / 古龍創意 ; 黃鷹執筆 .-- 二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冊 .-- (古龍集外集 ;
3-4) .-- ISBN 978-626-7025-97-0 (上冊:
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702598-7 (下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57.9
羅剎女 / 古龍創意 ; 黃鷹執筆 .-- 二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冊 .-- (古龍集外集 ;
5-6) .-- ISBN 978-626-7025-99-4 (上冊:
平裝) NT$240 .-- ISBN 978-626-715300-0 (下冊:平裝) NT$240 普遍級
857.9

兒童文學
童話夢工場 : 花木蘭傳奇 / 耿啟文作 ;
貓十字繪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20
公分 .-- (童話夢工場 ; 14)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559-0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59.6
太平島保衞戰. 一, 惡盜大王搶佔政
府的陰謀 / Liv, 寶兒老師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希望製造有限公司,
11104 .-- 59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009-0-8 (平裝) 普遍級
859.9
奇幻五界 : 消失的纯净水晶 / 左左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少年兒童出版
社, 11105 .-- 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136-5-8 (精裝) NT$280 普
遍級
859.9
70

阿庫巴學噴火 : 該生氣與不生氣 / 謝
茹作 ; 閆爽繪 .-- 初版 .-- 新北市 : 京
采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0 面;
24X24 公分 .-- (幼兒心理成長繪本)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926-8-6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59.9

東方文學
(好消息)我的不起眼未婚妻在家有
夠可愛。 / 氷高悠作 ; 邱鍾仁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6 .-- 296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30-6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alternate : 交會的瞬間 / 加藤成亮作 ;
黃涓芳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7 .- 34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06-7 (平裝) 普遍級
861.57
BACCANO!大騷動!. 20, 1931-Winter
the time of the oasis / 成田良悟作 ; 曹
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96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626-321-547-4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 長月達
平作 ;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冊 .-- ISBN 978-626-322-747-7 (第 2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748-4
(第 26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861.57
小書痴的下剋上 : 為了成為圖書管
理員不擇手段!. 第五部, 女神的化身.
III / 香月美夜著 ; 許金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5029 種)(mild ; 43) .-- ISBN 978957-33-3887-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1.57

天國旅行 / 三浦紫苑作 ; 丁世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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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35-6 (平裝)
NT$310 普遍級
861.57
幻之光 / 宮本輝著 ; 陳蕙慧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青空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160 面; 15 公分 .-- (小文藝 ;
3) .-- ISBN 978-626-95272-5-0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日本經典文學 : 人間失格 / 太宰治著 ;
長安靜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笛藤
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八方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368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710-854-8 ( 平 裝 )
NT$390 普遍級
861.57
火焰手術刀 1990 / 海堂尊作 ; 藍云辰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尖端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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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41-8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異世界後宮生
活 / 月夜淚原作 ; 某 Y 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51-4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史上最強獸人的快樂播種後宮生活 /
月夜淚作 ; 某 Y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752-1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平家物語. 犬王之卷 / 古川日出男作 ;
高彩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0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7118-35-1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再見宣言 / Chinozo 原作.監修 ; 三月
みどり作 ; 一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6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5320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 即死魔法與
複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 / 月夜淚作 ;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23-8 (第
9 冊:平裝) 限制級
861.57
在只有我能升級的世界成為惡德領
主 / わるいおとこ作 ; 梁勝哲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3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57-6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我不會對你說再見. 2 / 七月隆文作 ;
王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106) .-- ISBN
978-957-741-534-9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861.57
男 女 之 間 存 在 純 友 情 嗎 ?( 不 , 不 存
在!). Flag 2, 不然乾脆真的跟我交往
好了? / 七菜なな作 ; 黛西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6 .-- 360 面 ; 19 公 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29-0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在說出再見之前 / 川口俊和著 ; 丁世
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86-510-217-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彼岸花盛開之島 / 李琴峰著.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68 面; 19 公分 .- (聯合譯叢 ; 92) .-- ISBN 978-986-323458-6 (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323-459-3 (精裝) NT$450 普遍級
861.57

在樹下傳達神諭的貓 f 青山美智子
作 ;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107) .- ISBN 978-957-741-533-2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861.57

雨夜的繁星 / 寺地はるな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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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889-3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死亡預告 : 這次要輪到我了嗎?野村
胡堂的名警探推理短篇集 / 野村胡
堂著 ; 張嘉芬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Hint ; 5) .-- ISBN 978626-7096-10-9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春雪 / 三島由紀夫作 ; 陳系美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大牌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2-56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61.57

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 / りゅらせん
ひろつぐ作 ; 李殷廷翻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2-7491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750-7 (第 16 冊:平裝特別版) 普遍級
861.57
你是北極星 / 三浦紫苑作 ; 林佩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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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89-636-3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1.57

71

家政夫是名偵探! / 楠谷佑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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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74-99-3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家政夫是名偵探!. 2, 冬季解謎與大
掃除 / 楠谷佑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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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52-01-0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除了我之外,你不准和別人上演愛情
喜劇 / 羽場楽人作 ; K.K.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96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28-3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偵探已經,死了。 / 二語十作 ; 陳梵帆
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發行, 11106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35-7 (第 5 冊:
平裝) 普遍級
861.57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 : 熊本少年一個
人的東京修業旅行 / 喜多川泰作 ; 陳
嫺若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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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256 面;
19 公分 .-- (故事盒子 ; 4045) .-- ISBN
978-986-384-723-6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接近無限透明的藍 / 村上龍著 ; 張致
斌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大田出版有
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日文系 ; 60) .-- ISBN 978-986-179739-7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1.57
救了遇到痴漢的 S 級美少女才發現
是鄰座的青梅竹馬 / 謙之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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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28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6-923-4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梅蒂亞轉生物語. 4, 門扉彼端的魔法
師. 中 / 友麻碧著 ; 林于楟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551-1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清子 / 重松清著 ; 童唯綺譯 ; 鄒評校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雨出版社,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文學步
道 ; LT37) .-- ISBN 978-986-227-305-0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陰陽師與天狗眼 : 巴市公所妖怪事
故專責小組 / 歌峰由子著 ; 林于楟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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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2-00-3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惡魔前來吹笛 / 橫溝正史著 ; 婁美蓮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432 面;
21 公分 .-- (日本推理大師經典 ; 5) .-ISBN 978-626-7073-52-0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861.57
無法成為女神的陸君 / 田丸久深作 ;
曾虹瑄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05-0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絕不可能愛上你 / 筏田桂作 ; 王蘊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48 面; 21 公
分 .-- (春日文庫 ; 105) .-- ISBN 978957-741-535-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1.57
間諜教室. 4, 「夢語」緹雅 / 竹町作 ;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2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626-321-526-9 (平裝) 普遍
級
861.57
黑色止血鉗 1988 / 海堂尊作 ; 藍云辰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
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
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40-1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楊照談三島由紀夫 : 日本文學名家
十講. 6 / 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
11106 .-- 384 面; 21 公分 .-- (Great! ;
72

7208) .-- ISBN 978-626-310-229-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三島由紀夫 2.CST: 傳記
3.CST: 日本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861.57
楊照談太宰治 : 日本文學名家十講. 5
/ 楊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出
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224 面; 21 公分 .-- (Great! ; 7207) .-ISBN 978-626-310-228-6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1.CST: 太宰治 2.CST: 傳記 3.CST: 日
本文學 4.CST: 文學評論 861.57
義妹生活 / 三河ごーすと作 ;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64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31-3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861.57
電視人 / 村上春樹著 ; 張致斌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16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35-298-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1.57
嘆氣的亡靈想要退休 / 槻影作 ; 御門
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56-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對孤癖又冷淡的女孩子說教以後,她
變得超黏我的 / 向原三吉作 ; 劉仁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31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55-2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861.57
熊熊勇闖異世界 / くまなの作 ; 王怡
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338 面; 19 公
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ISBN 978-626-321-521-4 (第 16 冊:平
裝) 普遍級
861.57
與你相遇在無眠的夢中 / 遠野海人
著 ; 黛西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1-550-4 (平
裝) 普遍級
861.57
銀之夜 / 角田光代著 ; 林佩玟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皇冠
叢書 ; 第 5027 種)(大賞 ; 137) .-- ISBN
978-957-33-3888-8 (平裝) 普遍級
861.57
銀河鐵道之夜 : 侘寂美學童話,宮澤
賢治奇想經典&短篇傑作精選集 / 宮
澤賢治著 ; 黃瀞瑤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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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21 公分 .-- (文豪書
齋 ; 10) .-- ISBN 978-986-384-724-3 (精
裝) 普遍級
861.57
擁抱崩潰的大腦 / 知念實希人作 ; 王
蘊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
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48 面;
21 公分 .-- (春日文庫 ; 104) .-- ISBN
978-957-741-531-8 (平裝) NT$360 普
遍級
861.57
織田信奈的野望 / 春日みかげ作 ;
shaunten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18
面; 19 公分 .-- 全國版 .-- ISBN 978626-322-754-5 (第 18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 /
鴉びえろ作 ; 林其磊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32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2-753-8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
媽的女兒 / 松浦作 ; 楊采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冊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24-5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525-2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7
藥師少女的獨語 / 日向夏作 ; 可倫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68 面; 19 公分 .-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 ISBN
978-626-321-522-1 (第 10 冊:平裝) 普
遍級

861.57
關於我靠前世所學讓底層職業的馴
魔師大翻身這檔事 / 可換環作 ; 陳梵
帆譯 .-- 1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28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90-9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861.57
櫻色心臟中心 1991 / 海堂尊作 ; 藍云
辰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
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
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 11106 .-- 4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425 (平裝) 普遍級
861.57

ISBN 978-626-7127-41-4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SHTB: 動物--0-3 歲幼兒讀物
861.599
任務車發動了! / 五十嵐美和子文.圖 ;
紀富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626-7127-308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61.599
地下鐵小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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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面; 24 公
分 .-- (小魯繪本世界 ; APW121) .-ISBN 978-626-7127-38-4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861.599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
二丸修一作 ;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1-527-6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861.59

我來幫你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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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52 面; 20X20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221-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心理成長--3-6 歲幼兒讀物
861.599

下雨書店的降雨者 / 日向理惠子著 ;
吉田尚令繪 ; 林佩瑾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麥田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00-59-5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1.596

車子工作中 : 上得去嗎? / 三浦太郎
文.圖 ; 謝依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17X17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39N)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42-1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0-3 歲幼兒讀物
861.599

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 / 宮西達也文.
圖 ; 鄭明進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
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36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127-36-0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61.596

森林 100 層樓的家 / 岩井俊雄文.圖 ;
林佩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 面;
17 公分 .-- (小魯遊戲繪本) .-- ISBN
978-626-7127-28-5 (36K 精裝) NT$320
普遍級
861.599

ㄋㄟㄋㄟ(奶奶) / 宮西達也文.圖 ; 周
佩穎譯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 面;
22X23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11R) .-ISBN 978-626-7127-40-7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0-3 歲幼兒讀物
861.599
小蛇肚子咕嚕嚕 / 宮西達也文.圖 ; 陳
瀅如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6 面;
18X18 公分 .-- (小魯寶寶書 ; 87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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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 T 我心愛的 T 恤們 / 村上春樹
著 ; 詹慕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5-297-1 (精裝) NT$450 普遍級
861.67
古山子 : <<大東輿地圖>>的奇蹟復
活 / 朴範信著 ; 李淑娟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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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nk ; 32) .-- ISBN 978-986-387572-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2.57
地球上唯一的韓亞 / 鄭世朗著 ; 胡椒
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Story) .-- ISBN 978-626335-302-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2.57
我們想去的地方 / 張琉珍作 ; 胡椒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
播有限公司, 11105 .-- 312 面; 21 公
分 .-- (文學森林 ; LF0159) .-- ISBN
978-626-7061-19-0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2.57
*誰是你爸爸? / Jang Ryang 作 ; 鮭魚
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冊 .-- ISBN 978626-95988-0-9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626-95988-1-6 ( 下 冊 : 平 裝 ) .-ISBN 978-626-95988-2-3 (全套:平裝)
限制級
862.57
燒紙 / 李滄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香港商亮光文化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11105 .-- 338 面; 21 公分 .-- (散
文) .-- ISBN 978-626-95445-4-7 (平裝)
NT$430 普遍級
862.57
年糕奶奶@便便變⚡️⚡️⚡️. 3, 年糕
店快倒了,怎麼辦? / 姜孝美作 ; 金鵡
妍繪 ; 林建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7 .- 1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4720-5 (平裝) 普遍級
862.596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1, 受到彩
虹樹邀請的孩子 / 崔銀玉(최은옥)文 ;
帕卡娜美(Pakinami)圖 ; 賴毓棻譯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 (童心園系列 ; 247) .-- ISBN 978-986507-827-0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2.596
咚咚 / 慶惠媛文.圖 ; 賴毓棻翻譯 .-初版 .-- 臺北市 : 剛好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44 面; 25X35 公分 .-ISBN 978-626-96064-0-5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2.599

跑跑薑餅人城市大逃亡. 12, 阿姆斯
特丹 / 宋道樹文 ; 徐正銀圖 ; 牟仁慧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5 .-- 160 面 ; 25 公 分 .-(CookieRun 聰明闖關系列) .-- ISBN
978-957-658-818-1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862.599
噗噗!放屁不丟臉! / 鄭珉智作 ; 張志
惠繪 ; 黃譯嫺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23X22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57-521-560-6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1.SHTB: 運動與健康--3-6 歲幼兒讀
物 862.599
箱子世界 / 尹如林作 ; 李明和繪 ; 簡
郁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11105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5136-8 (精裝) 普遍級
1.SHTB: 環保--3-6 歲幼兒讀物
862.599
我是恐怖小說家 / 全建宇著 ; 莫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異出版 : 大
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00 面; 19 公分 .-- (sm ; 32) .- ISBN 978-986-97630-8-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2.6

臺灣文學
挑剔的哲學 : 徐望雲讀書筆記 / 徐望
雲作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0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780)(文學
視界 ; 139) .--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73-9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現代文學 2.CST: 中國古典文
學 3.CST: 文學評論 863.2
鍾理和農民文學的寫作風格 / 翁小
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揚出版社,
11104 .-- 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599-978-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鍾理和 2.CST: 臺灣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863.2
文藝.自然.哲理.愛情 : 落蒂新詩論集
續編 / 余境熹著 ; 余城旭, 陳卓盈, 鄭
鍵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80 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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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 現代詩學叢
刊 ; 807024) .-- ISBN 978-986-478-678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楊顯榮 2.CST: 新詩 3.CST: 詩
評 863.21
君子書 : 黃粱歌詩 / 黃粱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290 面; 21
公分 .-- (讀詩人 ; 155) .-- BOD 版 .-ISBN 978-986-445-667-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新詩 2.CST: 詩評 863.21
<<韓文公祭十二郎>>歌仔冊解析 /
蕭藤村作 .-- 初版 .-- 雲林縣斗南鎮 :
台灣歌仔冊學會, 11104 .-- 24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21-1-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說唱文學 2.CST: 臺灣文學
3.CST: 文學評論 863.28
大暑 : 第十二屆靜宜大學文學獎得
獎作品集 / 陳明柔主編 .-- 初版 .-- 臺
中市 :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暨素養課
程研發中心, 11104 .-- 26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99896-7-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3
如果明天,世界不再有...... : 筆下海洋:
2021 第二屆臺灣科學節<<奧秘海洋
>> 徵 文 暨 繪 圖 活 動 得 獎 作 品 集 =
Collection of the omics in the ocean
creative writing & painting contest / 林
佳慧, 林逸, 劉晏余, 王玠文, 林君寧
編輯 .-- 初版 .-- 屏東縣車城鄉 : 國立
海洋生物博物館, 11105 .-- 1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6-46-4 (平裝)
NT$325 普遍級
863.3
青春文學夢 : 武陵文教基金會第一
屆全國高中生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Youth dreaming / 林毓恩, 陳禹甄等 21
位作 .-- 桃園市 : 財團法人桃園市武
陵文教基金會, 11104 .-- 16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998-0-6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3
員山吟望 : 二 0 二一第五屆林燈文學
獎作品集 / 吳茂松文字編輯 .-- 初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林燈文教公
益基金會, 11104 .-- 2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6426-5-1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3

琢玉集. 六,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
師生作品 /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
師生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 11106 .-- 14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629-424-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3
愛群詩選. 第二集 / 楊君潛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140 面; 23 公分 .-- (文
化生活叢書. 愛群詩詞叢集 ;
1301B02) .-- ISBN 978-986-478-667-1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3.3
廢墟與花火 / 林偉淑主編 .-- 一版 .-新北市 :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11105 .- 182 面; 21 公分 .-- (淡江書系 ;
TB028)(五虎崗文學 ; 6) .-- ISBN 978626-7032-15-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3
行過有光 / 吳梅瑱創作 .-- 臺中市 : 吳
梅瑱,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022-3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863.4
鄭清文全集 / 鄭清文著 ; 鄭谷苑主
編 .-- 初版 .-- 臺南市 : 國立臺灣文學
館, 11106 .-- 冊 .-- ISBN 978-986-532576-3 (全套:平裝) NT$8000 普遍級
863.4
幻象的圖騰 / 何雨彥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何雨彥, 11104 .-- 35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13-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1
心情書籤 = Poetic bookmarks / 辰啟帆
著 .-- 新北市 : 集夢坊,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75-25 (平裝) NT$400 普遍級
863.51
母親與聲音 : 楊淇竹詩集 / 楊淇竹
著 .-- 一 版 .-- 臺 北 市 : 釀 出 版 ,
11106 .-- 140 面; 21 公分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62-8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863.51
我躲進蓮藕孔洞內乘涼 : 2021~2022
的心情詩集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5 .-- 246 面;
21 公分 .-- (文學叢刊 ; 457) .-- ISBN

978-986-314-601-8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863.51
我還是被迫從這裡離去 / 壹捌零參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台灣遊讀會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86-06281-5-9 (平裝)
普遍級
863.51
建縣三百年 百詩爭鳴專輯 =
Changhua poetry / 張雀芬總編輯 .-- 第
一 版 .-- 彰 化 市 : 彰 化 縣 文 化 局 ,
11105 .-- 2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73-65-5 (精裝) NT$450 普遍級
863.51
棘冠薔薇 / 陳依文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 11105 .-- 204 面 ; 21 公 分 .-(PoetryNow ; 13) .-- ISBN 978-986-357238-1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1
覃合理詩歌集 / 覃合理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51-037 (中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7151-10-5 (下冊: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1
新世紀新世代詩選 / 向陽主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6 .-- 冊 .-- ( 九 歌 文 庫 ; 13811382) .-- ISBN 978-986-450-450-3 (第 1
冊 : 平 裝 ) NT$450 .-- ISBN 978-986450-451-0 (第 2 冊:平裝) NT$450 .-ISBN 978-986-450-452-7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63.51
零零落落 / 黃春明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0 面; 21 公分 .-- (聯合文
叢 ; 701) .-- ISBN 978-986-323-455-5
(平裝) NT$400 .-- ISBN 978-986-323456-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863.51
獨吟集 / 吳雲幢作 .-- 高雄市 : 高雄
市靜靜園書法學會, 11106 .-- 2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016-0-8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3.51
*女歡男愛 / 君靈鈴, 破風, 六色羽, 雪
倫湖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數
75

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93-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再潛一支氣瓶就好 / 栗光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看世
界 的 方 法 ; 212) .-- ISBN 978-62695726-7-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吉娜兒的人生食堂 : 如果我跌落人
生谷底,與其打電話訴苦,我寧可好好
大吃一頓! / 吉娜兒圖.文 .-- 一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144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335-339-8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5
如果生命是首歌,我願意為自己歌唱 :
那些與靈魂的親密對話,這些與自己
的相擁相伴 / 蘇琬婷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50+ 素 人 出 版 Create ; BFP024) .-ISBN 978-986-525-605-0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863.55
你是盛放煙火,而我是星空 / 張馨潔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九歌文庫 ; 1379) .-- ISBN 978-986450-441-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5
我就是我!女王 / 黃韻庭著 .-- 初版 .-臺北市 : 知彼堂出版社, 11104 .-- 3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43-1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兩千七百萬的祝福 / 無左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明人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749-2-6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63.55
故夢重溫 / 藍色水銀, 破風, 765334,
宛若花開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空
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97-7 (平
裝) NT$310 普遍級
863.55

科學家 / 陳柏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5-3381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63.55
科學家 : 載玻片 / 陳柏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196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35-385-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5
科學家 : 蓋玻片 / 陳柏煜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96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35-384-8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863.55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 李欣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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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4-173-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家常好日子 / 韓良憶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
書 ; 第 5026 種)(韓良憶作品集 ; 1) .-ISBN 978-957-33-3889-5 (平裝) 普遍
級
863.55
深情在宋詞 : 四十五首採擷人間風
月的絕美好詞 / 琹涵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6 .- 200 面; 21 公分 .-- (九歌文庫 ;
1380) .-- ISBN 978-986-450-442-8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陸官 44 期福心會 : 暨一些黃埔情緣
記事 / 陳福成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5 .-- 222 面; 21 公
分 .-- (文學叢刊 ; 456) .-- ISBN 978986-314-600-1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5
雪山隧道讓我重生 / 柏言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23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01-3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863.55

雪佛 / 王盛弘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
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
司發行,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旅人之星 ; MS1067) .-- ISBN 978-9860767-95-7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幾度秋 / 戴天亮作 .-- 高雄市 : 戴天
亮, 11104 .-- 2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43-9982-6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63.55
遇見蝴蝶, 在生命洄瀾處 / 邱秋香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95-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5
履痕 : 捕捉歲月的殘影 / 郭連春, 曾
秋鸞子孫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
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98-6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課後 : 共學讓我不一樣 / 江雅晴, 呂
沂芳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7105-85-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5
擁抱自己的碎片 / 青(@163_________)
著 ; 棉木先生繪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5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35-366-4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55
激流與倒影 / 林懷民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新
人間) .-- ISBN 978-626-335-333-6 (平
裝) NT$450 .-- ISBN 978-626-335-3343 (精裝) NT$550 普遍級
863.55
親愛的家鄉,你好嗎? / 洪萱禎, 林柔
安, 武艷秋, 黃靖媚, 蘇璁璿, Yee Yee
Lwin, 阮氏貞, 阮氏莊, 林華鈺, 香梅,
真希, 焦慮主婦, 越海澐, 蔡少山, 蘭
達, 王儀婷作 ; 許嘉恬總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主進步黨婦女發展部,
11104 .-- 7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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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96060-0-9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863.55
戲弄 / 陳伯軒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230 面; 21 公分 .-(釀文學 ; 265)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60-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5
曙光 : 來自極東祕境的手札 / 陳凱琳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14-7439-7 (平裝) 普遍
級
863.55
*隱地春天日記 : 2022.1 至 3 月 / 隱地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爾雅出版社有
限公司, 11104 .-- 168 面; 21 公分 .-(爾雅叢書 ; 690) .-- ISBN 978-957-639662-5 (平裝) NT$230 普遍級
863.55
親 愛 的 安 德 烈 / 龍 應 台 , Andreas
Walther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320 面; 23 公分 .-- (龍應台作品集 ;
4) .-- ISBN 978-626-335-389-3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6
Fix / 臥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
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21 公
分 .-- (春山文藝 ; 24) .-- ISBN 978-62695859-6-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J35 / 蕭瑋萱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384 面; 21 公分 .-(文學叢書) .-- ISBN 978-986-387-5772 (平裝) 普遍級
863.57
一九四二未來戰艦基隆號 / 洪宗賢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81-8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63.57
人生何處無鯤鵬 / 黑蛋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 (i 小說 ;
34) .-- ISBN 978-986-06917-7-1 (第 2 冊:
平裝) NT$320 限制級
863.57

人性的試煉 / 秀霖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 11105 .-- 258 面; 21 公分 .- (要推理 ; 99)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28-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十六一生 / 藍冬雷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要有光, 11105 .-- 296 面; 21 公分 .- (要彩虹 ; 1) .-- BOD 版 .-- ISBN 978626-7058-26-8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三春爭及初春景 / 高陽著 .-- 三版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冊 .-- (高陽作品集. 紅樓
夢斷系列(新校版)) .-- ISBN 978-95708-6242-3 (上冊:精裝) .-- ISBN 978957-08-6293-5 ( 下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57-08-6294-2 (全套:精裝) 普遍
級
863.57
三春爭及初春景 / 高陽著 .-- 三版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冊 .-- (高陽作品集. 紅樓
夢斷系列(新校版)) .-- ISBN 978-95708-6239-3 (上冊:平裝) .-- ISBN 978957-08-6240-9 ( 下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57-08-6241-6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863.57
大野龍蛇 / 高陽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高陽作品集. 紅樓夢斷系列
(新校版)) .-- ISBN 978-957-08-6298-0
(上冊:精裝) .-- ISBN 978-957-08-62997 ( 下 冊 : 精 裝 ) .-- ISBN 978-957-086300-0 (全套:精裝) 普遍級
863.57
大野龍蛇 / 高陽著 .-- 三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高陽作品集. 紅樓夢斷系列
(新校版)) .-- ISBN 978-957-08-6295-9
(上冊:平裝) .-- ISBN 978-957-08-62966 ( 下 冊 : 平 裝 ) .-- ISBN 978-957-086297-3 (全套:平裝) 普遍級
863.57
台語現代小說選 / 郭頂順, 蔡秋桐, 蘇
德興, 楊逵, 賴和, 陳明仁, 陳雷, 王貞
文, 胡長松, 胡民祥, 陳正雄, 藍春瑞,
林美麗, 王羅蜜多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前衛出版社,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台語文學叢書 ; K130) .--

ISBN 978-626-7076-29-3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863.57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2-02-7 (平裝) 普遍級
863.57

布萊梅失蹤 / 陳玉慧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368-8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863.57

那女孩對我說 / 黃山料作 .-- 初版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 320 面; 20 公分 .-- (愛寫) .-ISBN 978-957-658-828-0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63.57

正負之間 : 影視改編小說 / 羽宸寰小
說 ; 季電原著編劇 .-- 1 版 .-- [臺北
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
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
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6 .-- 2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39-5 (平裝) 普遍級
863.57

佳媳神助攻 / 春野櫻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304 面 ; 21 公 分 .-- ( 藍 海 系 列 ;
E120401) .-- ISBN 978-986-527-519-8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在空氣中 : 中央大學金筆獎精選集.
小說卷 / 李瑞騰主編 .-- 桃園市 : 國
立中央大學, 11104 .-- 252 面; 21 公
分 .-- (人文中大書系 ; 5) .-- ISBN 978626-95497-7-1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7
西北雨 / 童偉格著 .-- 二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248 面; 21 公分 .-(印刻文學 ; 251) .-- ISBN 978-986-387573-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你不能再死一次 / 陳雪著 .-- 初版 .-臺北市 :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60 面; 21 公分 .-- (鏡小說 ;
59) .-- ISBN 978-626-7054-57-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63.57
我,精靈王,缺錢! / 醉琉璃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20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91-) .-- ISBN
978-626-95887-1-8 ( 第 9 冊 : 平 裝 )
NT$270 普遍級
863.57
我在唐朝等嫁人 / 子紋著 .-- 初版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5 .- 336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20201) .-- ISBN 978-986-527-520-4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我從遊戲中喚醒的魔王是廢柴. 3, 新
任務:極光崛起 / 子陽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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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心 / 唐梨作 .-- 初版 .-- [彰化縣福興
鄉] : 喵喵屋工作室, 11104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4-15-6 (平
裝) NT$190 限制級
863.57
幸福到站,叫醒我 / 提子墨作 .-- 二
版 .-- 臺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尖端出版發行, 11106 .-- 35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08-1 (平裝)
普遍級
863.57
阿鼻劍前傳. 卷二, 風起八千里 = Abisword : prequel. volume two / 馬利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6 .-- 416 面; 21 公分 .- (plus ; 16) .-- ISBN 978-626-95780-5-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哀愁的福爾摩莎起了大霧 : 住在同
一屋簷底下的兄弟姊妹們掀起了風
波 / 神田健司著 .-- 臺北市 : 活石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24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341-1-1 (平裝)
普遍級
863.57
流沙 / 晨羽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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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88 面; 21 公
分 .-- (戀小說 ; 151) .-- ISBN 978-62695940-3-0 (平裝) NT$340 普遍級
863.57

特殊傳說. III = The unique legend / 護
玄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有
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0 公分 .-ISBN 978-986-319-665-5 (第 5 冊:平裝)
NT$270 普遍級
863.57
迴陰 / 盧信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400 面; 21 公分 .-- (境外之
城 ; 145) .-- ISBN 978-626-7094-39-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63.57
除妖小吃貨 / 寄秋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19301) .- ISBN 978-986-527-496-2 ( 平 裝 )
NT$310 普遍級
863.57
婚前一年 / 李柏青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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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5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07-4 (平裝) 普遍級
863.57
*情醉 / 庸雨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黃奕晴, 11104 .-- 130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01-0023-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7
晚安信 : 串聯思念與幸福的 APP / 微
讀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232 面; 21 公分 .-- (釀愛情 ;
16)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61-1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7
混到床上守護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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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24 面; 21 公
分 .-- (紅櫻桃 ; 1504) .-- ISBN 978-986335-773-5 (平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現代武神的副業維生守則 / 瀝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
公司出版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
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 11107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988-6-1 (平裝) 限制級

863.57
這位惡毒女配鹹魚了 / 蔡小雀著 .-初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珍
愛晶鑽 ; 277) .-- ISBN 978-986-335771-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7
魚夢魚 / 廖鴻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看世界的方法 ; 213) .- ISBN 978-626-95726-6-3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7
虛擬詩情 / 言雨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172 面; 21 公分 .-(釀冒險 ; 58)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49-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傲嬌老公人魚妻 / 貞子著 .-- 初版 .-臺北市 : 禾馬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紅櫻桃 ;
1503) .-- ISBN 978-986-335-772-8 (平
裝) NT$250 限制級
863.57
搶救惡女大作戰 / 蝴蝶 Seba 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蝴
蝶館 ; 11) .-- ISBN 978-986-302-631-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新版親愛的愛蜜莉 / 吐維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 架 空 之 都 )( 米 國 度 書 系 ;
B0081) .-- ISBN 978-986-505-247-8 (上
冊 : 平 裝 ) NT$350 .-- ISBN 978-986505-248-5 ( 中 冊 : 平 裝 ) NT$350 .-ISBN 978-986-505-249-2 (下冊:平裝)
NT$350 限制級
863.57
聖殿騎士的暗夜征服 / 初雲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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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25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0774-98-6 (平裝) 限制級
863.57
奪心疫 / 沐謙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6 .-- 260 面; 21 公分 .-(釀冒險 ; 60) .-- BOD 版 .-- ISBN 978986-445-664-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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綾羅歌 / 鄭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94-501 (卷 1:平裝) NT$380 .-- ISBN 978-6267094-51-8 (卷 2:平裝) NT$380 .-- ISBN
978-626-7094-52-5 ( 卷 3: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626-7094-53-2 (卷
4: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與妻同袍 / 綠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 11104 .-- 304 面;
21 公分 .-- (藍海系列 ; E119401) .-ISBN 978-986-527-502-0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7
寫給妳的那一個故事 / 希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POPO 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336 面;
21 公分 .-- (PO 小說 ; 66) .-- ISBN 978626-95913-0-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7
樂土 / 朱和之著 .-- 二版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328 面; 21 公分 .-- (當代名家. 朱和
之 作 品 集 ; 1) .-- ISBN 978-957-086303-1 (平裝) NT$360 普遍級
863.57
請解開故事謎底 / 雷雷夥伴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
版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320 面; 20 公分 .-- (fresh ; FS193-) .-ISBN 978-626-95887-2-5 (第 2 冊:平裝)
NT$290 普遍級
863.57
醉舟 / 朱嘉漢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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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分 .-(印刻文學 ; 683) .-- ISBN 978-986-387570-3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7
養蠱者 / 蝴蝶 Seba 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蝴蝶館 ;
85) .-- ISBN 978-986-302-630-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7
嶼滔 : 夸父之墜 / 羽澄著 .-- 一版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230 面; 21

公分 .-- (釀冒險 ; 59) .-- BOD 版 .-ISBN 978-986-445-663-5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63.57
薛丁格的社會. II : 變異宇宙 / 端木寬,
青山有思, 機械狐獴, Nicole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未來敘事工場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168 面; 21 公分 .-( 未 來 敘 事 工 場 )( 未 來 小 說 ; 3) .-ISBN 978-986-98529-4-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7
離開你的每一次準備 / 陳依雯作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5 .-- 230
面; 21 公分 .-- (釀愛情 ; 15) .-- ISBN
978-986-445-659-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863.57
離騷未盡 / 楚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 企業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Story ;
46) .-- ISBN 978-626-335-319-0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63.57
蠻姑兒 / 蝴蝶 Seba 著 .-- 二版 .-- 新北
市 :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 (蝴蝶館 ;
38) .-- ISBN 978-986-302-629-7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63.57
陳耀圻的影像故事 Mokiki : 一個學習
勇敢的奇妙歷險故事 / 戈筆腳本.手
稿 ; 羅敬智企劃.編輯 .-- 臺北市 : 羅
敬智, 11105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048-3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863.59
當世界生病的時候 / 薩芙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好 文 化 企 業 社 ,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少兒文學
館 ; 2) .-- ISBN 978-626-95832-1-8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
熊熊天使隊. 3, 在虛擬空間的一天 /
管家琪著 ; 賽樂茄繪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管家琪作品集. 童話
館 ; 10) .-- ISBN 978-626-95832-2-5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

熊熊天使隊. 4, 雞同鴨講二人組 / 管
家琪著 ; 賽樂茄繪圖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好文化企業社,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管家琪作品集. 童話館 ;
11) .-- ISBN 978-626-95832-3-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
用點心學校. 13, 超級大明星 / 林哲璋
文 ; BO2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25-585-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我也是臺灣人 / 李光福文 ; 達姆圖 .- 二版 .-- 臺北市 :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
司, 11105 .-- 176 面; 21 公分 .-- (新閱
讀快車 ; 4) .-- ISBN 978-986-5581-57-2
(平裝) NT$260 普遍級
863.596
孩子王老虎 / 王家珍作 ; 王家珠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有限
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6 .-- 21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69-68-4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863.596
穿越故宮大冒險. 7 : 驚天動地多寶格
/ 鄭宗弦著 ; swawa.com 繪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28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81-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時光小學. 三 : 我的奇雞爸爸 / 王文
華著 ; 貓魚繪 .-- 一版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94-1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神獸獵人. 1 : 學校後山的怪事 / 管家
琪文 ;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38-2-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96
神獸獵人. 2 : 夕陽下的大發現 / 管家
琪文 ;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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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978-626-96038-3-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96
神獸獵人. 3 : 雨中的神祕婦人 / 管家
琪文 ;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38-4-8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96
神獸獵人. 4 : 沙漠中的大冒險 / 管家
琪文 ;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38-6-2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96
神獸獵人. 5 : 塵封已久的懸案 / 管家
琪文 ; 鄭潔文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38-5-5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863.596
鬼鯊的畢業紀念冊 / 花格子作 ; 顏寧
儀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8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338495-3 (平裝) NT$230 普遍級
863.596
童話莊子 / 哲也文 ; 徐萃, 姬炤華圖 .- 三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128 面; 21 公分 .- (我自己讀的童話書 ; 6R)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127-37-7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63.596
愛的鐵三角 / 葉雅琪作 ; KOI 繪 .-- 初
版 .-- 臺北市 : 福地出版社, 11105 .-128 面; 21 公分 .-- (全彩版 Q+享樂讀 ;
5) .-- ISBN 978-986-06773-9-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63.596
機智阿凡提 / 子魚著 ; 達姆圖 .-- 二
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751-893-4 (平裝) NT$280 普遍級
863.596
機器人宅急便. 1, 什麼都可以寄 / 郭
瀞婷文 ; 摸摸傑夫圖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20 面; 21 公分 .-- (閱讀 123
系列 ; 38) .-- ISBN 978-626-305-229-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63.596
文字育苗 : 雲水書車小學生作品集 /
簡文志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唐山出
版社出版 ; [宜蘭縣礁溪鄉] : 佛光大
學出版 ; 臺北市 : 正港資訊文化有限
公司發行, 11105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07-215-7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97
拉拉的自然筆記 / 嚴淑女作 ; 郭惠芳
繪 .-- 第三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172 面; 21 公
分 .-- (樂讀 456. 初階 ; 23) .-- 注音版 .- ISBN 978-626-305-228-4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863.597
日記,謝謝你 : 蔡榮勇漢英日三語詩
集 = Thank you, diary = 日記よ、あり
がとう / 蔡榮勇著 ; 陳郁青英譯 ; 保
坂登志子日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
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204 面; 21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PG2754)(台灣詩叢 ; 17) .-- 中英日對
照; BOD 版 .-- ISBN 978-626-7088-61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63.598
SOS 探險隊 : 珊瑚大挑戰 / SOS 探險
隊編輯團隊文字 .-- 初版 .-- 基隆市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 臺北市 : 四也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4 .-- 28 面;
19X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6-495 (平裝) NT$120 普遍級
863.599
一村小黃的祕密 / 黃怡萱圖.文 .-- 初
版 .-- [新北市] : 壞壞設計工作室,
11105 .-- 46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95159-1-2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863.599
小小的大冒險 / 周見信圖.文 .-- 二
版 .-- 新北市 : 步步出版 : 遠足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 40
面 ; 24X22 公 分 .-- ISBN 978-62695662-7-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小樹歪腦筋 / 黃惠玲文 ; 黃微庭圖 .- 一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和英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7075-48-7
(精裝) NT$360 普遍級
1.SHTB: 植物--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形狀王國 / 周欣怡作 ; 楊杰翰, 董淑
佩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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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 面; 24X24 公分 .-ISBN 978-626-7149-01-0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認知發展--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我不想當一隻壞野狼 / 鄭安安圖.
文 .-- 初版 .-- 桃園市 : 目川文化數位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30X30
公分 .-- (品格教育 ; 1) .-- ISBN 978626-95946-4-1 (精裝) NT$520 普遍級
863.599
我們乖乖睡 / 郝廣才文 ; 安嘉拉茉
圖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576-73-8 (精裝)
NT$30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到烏龜國去 / 劉旭恭文.圖 .-- 二版 .-臺北市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44 面; 24 公分 .-- (小魯原
創繪本 ; 41N) .-- ISBN 978-626-712731-5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最美好的禮物 = The most wonderful
gift / 賣腦瓜工作室圖.文 ; Elizabeth
Ditmanson 譯 .-- 桃園市 : 桃園大眾捷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106 .-- 32 面 ;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73-15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話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黑漆漆的生氣日 / 貓小小文 ; 八分熟
的小李子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6-380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奧拉之城. II, 現實終端-阿瓦 / 黃彥穎
文 ; 許尹齡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80 面;
80

21 公分 .-- ISBN 978-986-533-280-8 (精
裝) NT$400 普遍級
863.599
愛說不要的小豬寶 / Mei Mei 作 ;
Mandie Kuo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36 面; 25X25 公分 .-- (兒童博雅 ;
166) .-- ISBN 978-626-317-808-3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63.599
溪埔傳說之白面爺戰虎精 / 溪埔國
小六年忠班創作 .--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大樹區溪埔國民小學, 11107 .- 22 面; 21X29 公分 .-- ISBN 978-9865465-88-9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63.599
藍染小仙 = Blue dyeing fairies / 周姚
萍文 ; 許臺育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出版 : 巴巴文化
發行, 11106 .-- 48 面; 30X21 公分 .-(感動臺灣文化系列 ; Ba07)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95083-3-4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63.599
蹦蹦的開心慶生會 / 貓小小文 ; 陳完
玲圖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6-381-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63.599
桐花雨 : 客家創作詩文集 / 李源發
著 .-- 初版 .-- 桃園市 : 京兆企業社,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0892-6-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63.751
太魯閣族語文學獎. 110 年第一屆 =
110 hngkawas "Tgl psdka ppatas kari
Truku" / 原住民族委員會太魯閣族語
言推廣組織作 .-- 初版 .-- 花蓮縣新城
鄉 : 台灣太魯閣族語言發展學會 ,
11104 .-- 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61-0-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863.83

西洋文學
ABC 謀 殺 案 / 阿 嘉 莎 . 克 莉 絲 蒂
(Agatha Christie)著 ; 陳曉東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304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9535-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3.57
一,二,縫好鞋釦 / 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章祖德, 古緖滿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72 面; 21 公
分 .-- (白羅神探系列) .-- ISBN 978957-32-9537-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3.57
三幕悲劇 /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 丁廷森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39-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3.57
小公主 /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
(Frances Hodgson Burnett)著 ; 林錚譯 .- 二版 .-- [新北市] : 新潮社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世界文學經典名作) .-- ISBN 978986-316-832-4 (平裝) 普遍級
873.57
*不存在的男人 / 麗莎.傑威爾(Lisa
Jewell)著 ; 吳宜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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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2 面; 21
公分 .-- (TN ; 293) .-- ISBN 978-986506-408-2 (平裝) 普遍級
873.57
火線沙場 /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著 ; 王凌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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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36 面; 21 公分 .-- (勒卡雷作
品集 ; 26) .-- ISBN 978-626-314-183-4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3.57
尼羅河謀殺案 / 阿嘉莎. 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宮英海譯 .-- 四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4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9542-6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3.57
白羅的初期探案 / 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許愛軍, 宋新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384 面; 21 公分 .-

- ISBN 978-957-32-9538-9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3.57
危機四伏 /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著 ; 簡慶閩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41-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3.57
名為和平的荒蕪 / 阿卡蒂.馬婷著 ; 葉
旻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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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400 面;
21 公分 .-- (H+W ; 19) .-- ISBN 978626-7073-54-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3.57
名為帝國的記憶 / 阿卡蒂.馬婷著 ; 葉
旻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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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400 面;
21 公分 .-- (H+W ; 18) .-- ISBN 978626-7073-53-7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3.57
底 牌 / 阿 嘉 莎 . 克 莉 絲 蒂 (Agatha
Christie)著 ; 沙輝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36-5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3.57
東方快車謀殺案 / 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作 ; 陳堯光譯 .-- 四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9548-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3.57
時光機器 /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
陳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168
面; 21 公分 .-- (愛經典 ; 58) .-- ISBN
978-626-335-374-9 (精裝) NT$300 普
遍級
873.57
高爾夫球場命案 / 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貝紋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6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32-9540-2 (平裝) NT$320 普
遍級
81

873.57
陪審員 / HS 錢德勒作 ; 趙丕慧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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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57741-530-1 (平裝) NT$410 普遍級
873.57
開放水域 / 迦勒.阿祖馬.尼爾森
(Caleb Azumah Nelson)著 ; 洪世民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11106 .-- 240 面; 20 公分 .- (to ; 129) .-- ISBN 978-626-7118-31-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3.57
羅傑艾克洛命案 / 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著 ; 張江雲譯 .-- 三
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336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32-9549-5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73.57
小兔彼得的故事 / 碧雅翠絲.波特原
著 ; 林海音翻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589-2 (精裝) 普遍級
873.596
小兔班傑明的故事 / 碧雅翠絲.波特
原著 ; 林海音翻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590-8 (精裝) 普遍級
873.596
小豬皮克掉進急流中? : 從哭泣中長
出 內 在 力 量 / 安 . 威 斯 考 特 (Anne
Westcott), 胡嘉琪(Alicia Hu)作 ; 郭晉
榜繪 ; 胡嘉琪譯 .-- 臺北市 : 胡嘉琪
出版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經銷
發行, 11106 .-- 48 面; 26 公分 .-- (抗逆
復原力系列故事繪本) .-- ISBN 978626-01-0050-6 (平裝) 普遍級
873.596
希爾達歷險記 : 看不見的小精靈 / 史
戴芬.戴維斯(Stephen Davies)著 ; 希耶
拉.米勒(Seaerra Miller)繪 .-- 初版 .-新北市 : 銀河文化,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06643-8-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3.596
刺蝟溫迪琪的故事 / 碧雅翠絲.波特
原著 ; 林海音翻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274592-2 (精裝) 普遍級
873.596
簡愛 / 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
原著 ; 晴天金桔編著 ; 雷夢插畫 .-- 初
版 .-- 新北市 : 悅樂文化館出版 : 悅
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160 面; 23 公分 .-- (珍愛名著選 ; 10) .- ISBN 978-986-98796-3-7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873.596
魔法星際寵物. 7, 月光惡作劇 / 琳達.
查普曼(Linda Chapman)作 ; 陳思因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東雨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1 公分 .- (Much 讀本 ; 93) .-- ISBN 978-957521-561-3 (平裝) NT$220 普遍級
873.596
小飛龍去上學 / 卡里爾.哈特(Caryl
Hart)文 ; 羅莎琳德.比爾肖(Rosalind
Beardshaw)圖 ; 蘇懿禎譯 .-- 初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6 面; 25X25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26-517-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小飛龍來我家 / 卡里爾.哈特(Caryl
Hart)文 ; 羅莎琳德.比爾肖(Rosalind
Beardshaw)圖 ; 蘇懿禎譯 .-- 初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6 面; 25X25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26-516-5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社會互動--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小飛龍當姐姐 / 卡里爾.哈特(Caryl
Hart)文 ; 羅莎琳德.比爾肖(Rosalind
Beardshaw)圖 ; 蘇懿禎譯 .-- 初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36 面; 25X25 公分 .-- 注
音版 .-- ISBN 978-626-326-515-8 (精裝)
NT$32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母鴨潔瑪的故事 / 碧雅翠絲.波特原
著 ; 林海音翻譯 .-- 三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32 面; 24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591-5 (精裝) 普遍級

873.599
吃六頓晚餐的貓 / 英格.莫爾文.圖 ;
黃迺毓譯 .-- 五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和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075-463 (精裝) NT$350 普遍級
873.599
艾瑪與艾度爺爺 / 大衛.麥基文.圖 ;
謝淑惠譯 .-- 三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和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4 .-- 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707545-6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73.599
你有一點小害怕 / 瑞秋.魯尼(Rachel
Rooney) 文 ; 澤 赫 拉 . 希 克 斯 (Zehra
Hicks)圖 ; 艾可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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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 .-- 40 面; 25X25 公分 .-(Little minds) .-- ISBN 978-626-703830-7 (精裝) NT$360 普遍級
873.599
時 間 暫 停 / 琵 帕 . 古 德 哈 (Pippa
Goodhart)文 ; 瑪麗亞.克里斯塔尼亞
(Maria Christania)圖 ; 張家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32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5570-77-4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誰偷走了我的葉子?(森林動物的季
節故事書) / 愛麗絲.海明作 ; 妮可拉.
史萊特(Nicola Sla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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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384-714-4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3.599
Bright / 鄭秀妍作 ; 曾倚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5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10-5 (平裝) 普遍級
874.57
凡 妮 莎 / 凱 特 . 羅 素 (Kate Elizabeth
Russell)作 ; Valeria Lee 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544
面; 21 公分 .-- (iREAD ; 152) .-- ISBN
82

978-957-658-809-9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74.57
內景唐人街 / 游朝凱(Charles Yu)著 ;
宋瑛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
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11105 .-- 288 面;
21 公分 .-- (文學森林 ; LF0160) .-ISBN 978-626-7061-20-6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874.57
公爵與我 / 茱莉亞.昆恩(Julia Quinn)
著 ; 朱立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愛
呦文創有限公司, 11106 .-- 448 面; 21
公分 .-- (i 小說 ; 49)(柏捷頓家族系列 ;
I) .-- ISBN 978-626-96024-0-7 (平裝)
NT$420 限制級
874.57
天防者. III, 超感者 / 布蘭登.山德森
(Brandon Sanderson)作 ; 彭臨桂譯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出版, 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
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432 面; 21
公分 .-- (Best 嚴選 ; 141) .-- ISBN 978626-7094-38-9 (平裝) NT$420 普遍級
874.57
父 之 罪 / 勞 倫 斯 . 卜 洛 克 (Lawrence
Block)作 ; 易萃雯譯 .-- 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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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6 面; 21 公分 .-- (馬修.史
卡德系列 ; 1) .-- ISBN 978-626-315116-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874.57
石頭外公 / 麥克斯.艾柏著 ; 李永平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
公司, 11105 .-- 3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69-61-7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874.57
在死亡之中 / 勞倫斯.卜洛克
(Lawrence Block)作 ; 黃文君譯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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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6 面; 21 公
分 .-- (馬修.史卡德系列 ; 2) .-- ISBN
978-626-315-117-8 (平裝) NT$250 普
遍級
874.57
老人與海 / 海明威作 ; 葉純譯 .-- 再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240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7025-93-2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874.57

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
11106 .-- 4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34-0 (平裝) 普遍級
874.57

艾 荻 的 永 恆 餘 生 / V.E. 舒 瓦 (V.E.
Schwab)著 ; 林欣璇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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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608 面; 21 公分 .-- (臉譜小說
選 ; FR6589) .-- ISBN 978-626-315-1185 (平裝) NT$520 普遍級
874.57

戰地春夢 / 海明威著 ; 陳榮彬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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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04 面; 21 公
分 .-- (經典文學 ; 57) .-- ISBN 978-626314-187-2 (平裝) NT$330 普遍級
874.57

克蘇魯事件簿. 2, 福爾摩斯與米斯卡
托尼克怪物 / 詹姆斯. 洛夫葛羅夫
(James Lovegrove)著 ; 李函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有限公司出
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 (New
black ; 8) .-- ISBN 978-626-7092-34-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874.57
來自祕魯的男人 / 安德列.艾席蒙
(André Aciman)作 ; 宋瑛堂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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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暢小說 ; 110) .-- ISBN 978-626-310230-9 (平裝) NT$240 普遍級
874.57
*幸運的我成了綁架事件目擊者 / 威
爾.萊奇(Will Leitch)著 ; 曾倚華譯 .-初版 .-- 臺北市 :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
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06403-7 (平裝) 普遍級
874.57
時空旅人之妻 / 奧黛麗.尼芬格
(Audrey Niffenegger)著 ; 陳雅汝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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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576 面; 21 公
分 .-- (iFiction ; 1) .-- ISBN 978-626318-272-1 (平裝) NT$560 普遍級
874.57
無 限 人 生 / 布 萊 恩 . 弗 利 曼 (Brian
Freeman)作 ; 甘鎮隴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尖端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

戰地鐘聲 / 海明威著 ; 傅心荃譯 .-- 再
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5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7025-92-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874.57
燃燒的凝視 /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著 ; 陳芙陽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
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430 面;
21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 5021 種)(史
蒂芬金選 ; 47) .-- ISBN 978-957-333882-6 (平裝) 普遍級
874.57
選擇 / 泰絲.格里森, 蓋瑞.布拉佛作 ;
尤傳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464 面;
21 公分 .-- (Storytella ; 133) .-- ISBN
978-957-741-532-5 (平裝) NT$410 普
遍級
874.57
仙 人 掌 女 孩 / 達 斯 蒂 . 寶 林 (Dusti
Bowling)文 ; 楊佳蓉譯 .-- 第一版 .-臺北市 :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05-223-9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
開著校車去流浪 / 丹.哥邁哈特(Dan
Gemeinhart)著 ; 趙永芬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525-597-8 ( 平 裝 )
NT$420 普遍級
874.59
大草原上的小木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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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27-467-3 (平裝) NT$300 普遍級
874.596
83

大草原上的小鎮 / 蘿拉.英格斯.懷德
(Laura Ingalls Wilder)文 ; 海倫.賽維爾
(Helen Sewell)等圖 ; 留嘉伶譯 .-- 新北
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11105 .-- 3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27-471-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白鯨記 / 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原著 ; 陳秋帆改寫 .-- 二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1107 .-- 216 面; 21 公分 .-- (世
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 60) .-- ISBN
978-986-338-492-2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874.596
快樂的黃金年代 / 蘿拉.英格斯.懷德
(Laura Ingalls Wilder)文 ; 海倫.賽維爾
(Helen Sewell)等圖 ; 林敬蓉譯 .-- [新
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352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27-472-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邪惡貓大帝克勞德. 1, 愚蠢的地球人
我 來 了 ! / 強 尼 . 馬 希 安 諾 (Johnny
Marciano), 艾 蜜 麗 . 切 諾 韋 斯 (Emily
Chenoweth) 作 ; 羅 伯 . 莫 梅 茲 (Robb
Mommaerts)繪圖 ; 謝靜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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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 面; 21 公分 .-(故事++) .-- ISBN 978-626-314-174-2
(平裝) NT$320 普遍級
874.596
梅溪堤畔 / 蘿拉.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文 ; 海倫.賽維爾(Helen
Sewell)圖 ; 留嘉伶譯 .-- 新北市 : 韋伯
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27-468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農家男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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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27-466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漫漫寒冬 / 蘿拉.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文 ; 海倫.賽維爾(Helen
Sewell)等圖 ; 林瑀柔譯 .-- [新北市] :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 38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27470-3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4.596

背著房子的小老鼠 / 喬納森.史塔茲
曼(Jonathan Stutzman)文 ; 伊莎貝爾.
阿瑟諾(Isabelle Arsenault)圖 ; 黃聿君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有限公司出版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48 面; 27 公
分 .-- ISBN 978-626-7069-66-0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圖話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ISBN 978-626-335-383-1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876.57

銀湖水岸 / 蘿拉.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文 ; 海倫.賽維爾(Helen
Sewell)等圖 ; 林瑀柔譯 .-- 新北市 : 韋
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33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427469-7 (平裝) NT$350 普遍級
874.596

飛吧,小小鳥,飛吧! / 卡洛琳.納斯特
羅(Carolin Nastro)文 ; 安卡.桑杜.巴帝
森(Anca Sandu Budisan) 圖 ; 黃婷涵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奧林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1107 .-- 40 面; 29 公分 .-ISBN 978-626-95511-7-0 (精裝) 普遍
級
874.599

女巫費姬可怕的祕密 / 葛利歐(Joël
Guerriau)故事 ; Inés H.繪畫 ; 孫祥珊
翻譯 .-- 初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8 面; 26
公分 .-- (無境文化. 人文批判系列) .-中法對照 .-- ISBN 978-626-96091-1-6
(精裝) NT$380 普遍級
876.596

7 號 夢 工 廠 / 大 衛 威 斯 納 (David
Wiesner)文.圖 .-- 二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56 面; 27 公分 .-- (國際大獎繪本) .-ISBN 978-986-5576-72-1 ( 精 裝 )
NT$300 普遍級
874.599

海底來的秘密 / 大衛威斯納(David
Wiesner)文.圖 .-- 二版 .-- 臺北市 : 格
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7 .-48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57676-9 (精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你大我小 / 葛黑瓜爾. 索羅塔賀夫
(Gr_goire Solotareff)作繪 .-- 二版 .-- 新
竹縣竹北市 : 和英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4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75-44-9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876.599

小蠑螈睡哪裡? / 安妮.梅茲爾文 ; 史
帝夫.強森, 盧.芬喬圖 ; 林芳萍譯 .-二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和英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5-47-0 ( 精 裝 )
NT$350 普遍級
1.SHTB: 動物--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晚安,小蝴蝶 / 羅斯.巴魯克文.圖 ; 李
紫蓉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林國
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 面;
28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274-593-9 (精裝) 普遍級
1.SHTB: 生態--3-6 歲幼兒讀物
874.599

你覺得幸福是什麼? / 艾瑪.羅伯特
(Emma Robert) 文 ; 霍 曼 . 盧 比 爾
(Romain Lubière)圖 ; 黃玥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1107 .-- 36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5570-78-1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碧翠絲預言 / 凱特. 狄卡密歐(Kate
DiCamillo)作 ; 蘇菲.布萊克沃(Sophie
Blackall)繪 ; 郭恩惠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金獎
小說系列) .-- ISBN 978-986-338-493-9
(精裝) NT$280 普遍級
874.596

我要送最棒的禮物 / 藍史密斯(Lane
Smith)文.圖 ; 王欣榆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40 面; 28 公分 .-- (格林名家
繪本) .-- ISBN 978-986-5576-74-5 (精
裝) 普遍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侏 儸 紀 公 園 / 艾 瑞 . 卡 普 蘭 (Arie
Kaplan)作 ; 喬許.霍爾茨斯科夫(Josh
Holtsclaw)繪 ; 朱崇旻譯 .-- 一版 .-- 臺
北市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光點, 11106 .-- 32 面; 19X21 公分 .- ISBN 978-626-7051-37-5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圖畫故事書--3-6 歲幼兒讀
物 874.599

歡迎你到地球來 / 蘇菲. 布雷克爾
(Sophie Blackall)文.圖 ; 劉清彥譯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8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525-602-9 (精裝)
NT$550 普遍級
874.599
再見吾后 = Les adieux à la reine / 香塔
勒.托瑪(Chantal Thomas)著 ; 翁德明
譯 .-- 二版 .-- 高雄市 : 無境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0 面; 21 公
分 .-- (人文批判系列)((奪朱)社會政
治 批 判 叢 書 ; 8) .-- ISBN 978-62696091-0-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876.57
殤鏡 / 皮耶.勒梅特(Pierre Lemaitre)著 ;
繆詠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480 面; 21 公分 .-- (藍小說 ; 325) .-84

螞蟻 / 貝納.維貝(Bernard Werber)作 ;
尉遲秀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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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 978-626-318264-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876.57

我不想睡覺! / 艾曼紐.雷貝迪
(Emmanuelle Lepetit)文 ; 安娜.桑菲力
波(Ana Sanfelippo)圖 ; 林幸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35-341-1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生活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我好生氣! / 艾曼紐.雷貝迪
(Emmanuelle Lepetit)文 ; 安妮.海斯泰
格(Anne Hemstege)圖 ; 林幸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4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35-340-4 (精裝) 普遍
級

1.SHTB: 情緒經驗--3-6 歲幼兒讀物
876.599
一條淚珠串成的項鍊 / 弗蘭卡佩里
尼(Franca Perini)文字 ; 安娜佩德隆
(Anna Pedron)圖畫 ; 莊偉賢中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南十字書屋出版 ; 臺
北市 : 財團法人玉溪有容教育基金
會發行, 11104 .-- 32 面; 29 公分 .-ISBN 978-986-06398-3-4 ( 精 裝 )
NT$320 普遍級
877.596
我愛討厭的妹妹 / 朱里安諾文.圖 ; 郝
廣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格林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2 面; 33
公分 .-- 注音版 .-- ISBN 978-986-557675-2 (精裝) NT$350 普遍級
1.SHTB: 親情--3-6 歲幼兒讀物
877.599
與杜星妮的奇幻旅程之孖女島 =
Starry to and our adventures in twinsland
/ 星星兔(S.S. Rabbit)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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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13-24-0 (平裝) NT$399 普
遍級
879.57

其他各國文學；美洲、非
洲、大洋洲文學
白 痴 /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著 ; 耿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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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8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8-269-1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880.57
企鵝的憂鬱 / 安德烈.克考夫(Andrej
Kurkow)著 ; 穆卓芸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愛讀本 ; 17) .-ISBN 978-626-95924-1-8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880.57
*青鳥 : 諾貝爾文學獎世界名著(成長
必讀.名家全譯本) / 莫里斯.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喬治特.盧布朗
(Georgette Leblanc)著 ; 黃筱茵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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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224 面; 20 公分 .-ISBN 978-957-0487-90-9 (平裝) 普遍
級
881.7596
挖土機年年作響 : 鄉村變了 / 約克米
勒作.繪 .-- 四版 .-- 新竹縣竹北市 : 和
英出版社, 11105 .-- 7 面; 34 公分 .-ISBN 978-986-06972-3-0 ( 盒 裝 )
NT$499 普遍級
882.5599

藝術類
總論
1+25 的奇蹟 :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
學 21th 美術班畢業畫冊 / 王婉婷, 郭
俊佑, 陳彥吟, 黃茂清, 李素英編輯委
員 .-- 臺南市 : 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
學, 11105 .-- 1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87-98-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KAPAarts 高雄市美術推廣協進會三
十周年畫冊年鑑 / 蔡孟㯣總編輯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美術推廣協
進會, 11106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3278-3-1 (平裝) NT$100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The jesters / 國立苑裡高中第十九屆
美術班全體編輯設計 .-- 苗栗縣苑裡
鎮 :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11104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51-50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VIII-BALL :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第二屆美術班畢業畫展專輯 / 劉冠
瑜編輯總召 .-- 嘉義縣竹崎鄉 : 嘉義
縣竹崎高級中學, 11104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9-09-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大家藝起 high! :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第 33 屆美術班畢業專
輯 / 粘僑頡, 六年美班全體同學主
編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 11106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954-5-8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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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心齋藝術學會會員聯展專
輯. 8 / 李瑞菊總編輯 .-- 新竹縣新埔
鎮 : 中華民國心齋藝術學會, 11105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0625-3-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日日愛愛 = Day of love / 吳安芝, 陳靖
雅總編 .-- 高雄市 : 國立鳳新高級中
學, 11105 .-- 20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51-54-7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句號。 :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第 23 屆
畢業畫冊 /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畢業
班作 .-- 苗栗市 :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11105 .-- 7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5451-51-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青溪美展. 2022 / 游蒼賢總編輯 .-- 宜
蘭縣羅東鎮 : 宜蘭縣青溪新文藝學
會, 11104 .-- 96 面; 24X26 公分 .-ISBN 978-986-94740-5-4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青藝世代之力 : 台灣當代藝術現況
交流 = Art to step forward / 吳軍, 洪瑄,
陳晞, 常鴻雁, 張庭甄, 張育嘉, 梁廷
毓, 黃舜廷, 劉倢婷, 賴志婷作 .-- 初
版 .-- 新竹市 : 財團法人鴻梅文化藝
術基金會, 11105 .-- 60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91990-7-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3.CST: 藝
術評論 902.33
看示範學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
學系 111 級畢業專刊 /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美術學系 111 級作 .-- 初版 .-- 高
雄市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1105 .-- 192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626-95111-3-6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美好病患者 :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
業學系 111 級畢業專刊 = Perfect ego :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t industry graduate exhibition 2022 /
111 級美術產業學系作 ; 林昶戎主
編 .-- 臺東市 :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
業學系, 11105 .-- 100 面; 17X24 公分 .- ISBN 978-986-06954-4-1 ( 平 裝 )
NT$1250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旅程的生命線 :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
中學國中部美術班畢業作品輯. 第 23
屆 / 第 23 屆美術班全體同學作 .-- 苗
栗縣頭份市 :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
學, 11105 .-- 96 面; 20X21 公分 .-ISBN 978-626-7070-13-0 (精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桃城文藝. 第七期 / 蕭百呈, 劉婉如,
呂嘉民, 黃美珠, 李惠文, 蘇麗娟, 陳
秋慧, 林世崇, 蔡淑鈴, 李招欽責任編
輯 .-- 嘉義市 : 嘉義市文藝作家協會,
11104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3652-4-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混搭侵越 :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
計學系 111 級設計組專刊 = Mix &
mtch :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 國立清
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111 級設計
組等共 40 人著作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11105 .-- 195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6434-3-5 (精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淬鍊 :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第 37
屆美術班畢業畫冊 / 第 37 屆美術班
全體同學作 .-- 臺南市 : 臺南市立南
新國民中學, 11105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87-97-3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理想免碎商店 : 國立台南第二高級
中學第三十二屆美術班畢業畫冊 /
第三十二屆美術班全體同學作 .-- 臺
南市 :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11105 .-- 13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451-53-0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設計戰場 : 美術工藝系 111 級畢業專
刊 = Design reality show :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rafts 111th graduation project
collection .-- 初版 .-- 高雄市 : 東方設
計大學美術工藝系, 11105 .-- 15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6415-7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工藝設計 3.CST:
作品集 902.33
無窮的瞬間 : 當代女性藝術展 =
Infinitely ephemeral : contemporary
women's arts / 馬敏元總編輯 .-- 初版 .-

- 臺南市 :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中心,
11104 .-- 17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471-9-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愛在科學美育攝影集 : 2020-2022 畫
在歌舞裡 / 許曉丹著 .-- 高雄市 : 南
濤雜誌社, 11105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99420-4-1 (平裝) 普遍
級
1.CST: 藝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遊天地 : 2022 南陽美術協會會員
大展 / 王俊夫主編 .-- 臺南市 : 臺南
市南陽美術協會, 11105 .-- 10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5032-2-9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還有還沒 我還是沒有什麼想法 / 江
敏豐, 潘采瑩, 陳子歆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 立臺中 第一 高級中 等學校 ,
11105 .-- 1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01-88-2 (活頁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玩美樂齡學 : 藝術大學的 20 堂課 =
Playing arts with fun for seniors : 20
lesson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李斐瑩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11105 .- 1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41-02-1 (平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2.CST: 老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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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起嗨 :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
學藝術才能美術班 110 學年度畢業
暨教學成果展集 / 陳璽元總編輯 .-臺北市 :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
學, 11105 .-- 178 面; 25X26 公分 .-ISBN 978-626-7144-06-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當教學成為形式 : 一個教育性藝術
計畫的生成與反響 = When teachings
become form : a pedagogical art project
and its resonance / 吳岱融著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04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235-7-3 (平
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藝術教育 903

藝動蘭陽情. 2022 : 蘭陽美術學會系
列交流展專刊 / 朱玉婕總編輯 .-- 宜
蘭縣頭城鎮 : 宜蘭縣蘭陽美術學會,
11105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396-3-4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范布倫之星 : 2021 高雄國際貨櫃藝
術 節 = Van Buren Supernova : 2021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Arts
Festival / 崔綵珊, 陳亜伶執行編輯 .-初版 .-- 高雄市 : 高雄市立美術館,
11105 .-- 144 面; 26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86-5465-84-1 (精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藝術展覽 2.CST: 裝置藝術
3.CST: 作品集 4.CST: 高雄市 906.6

藝情時代 : 臺北市 110 學年度各級學
校美術班學生聯合展覽作品集 = The
exhibition of art talent class students in
Taipei city / 林竺諼主編 .-- 臺北市信
義區市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04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4-04-6 (平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眼 :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第 24
屆美術班畢業畫冊 / 第 24 屆美術班
全體同學作 .-- 臺南市新市 : 臺南市
立新市國民中學, 11105 .-- 120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0701-135 (精裝) 普遍級
1.CST: 美術 2.CST: 作品集 902.33
藝術新聲. 2022 : 藝術學系優秀畢業
生推薦展 = Young voices / 陳佳君總
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105 .-- 96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01-92-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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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百錯覺 = 100% illusion / 郭姿瑩,
游如伶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
市立美術館, 11105 .-- 152 面; 20 公
分 .-- ISBN 978-626-7144-10-7 (精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藝術展覽 2.CST: 美術 3.CST:
作品集 906.8
國立臺灣美術館年報. 2021 =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nual
Report 2021 / 蔡明玲執行編輯 .-- 臺中
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11105 .-- 148 面;
28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532-580-0 (平裝) 普遍級
1.CST: 國立臺灣美術館 906.8
2022 六燃文件展 : 移動的六燃 = The
Sixth Fuel documenta 2022 : the Sixth
Fuel Factory in motion / 賴雯淑編著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6 .-- 352 面; 26 公分 .-- (藝術思潮
系列)(活隱喻.活博物館. 系列三) .-ISBN 978-986-5470-32-6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1.CST: 藝術展覽 2.CST: 檔案展覽
3.CST: 文集 907
漫遊怪奇藝術史 / 漫遊藝術史作者
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26-7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藝術史 909.1
漫遊按讚藝術史 / 漫遊藝術史作者
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出版 :
大雁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
11105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84-25-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藝術史 909.1
神來一筆 : 原光原象原力 / 李登元,
林秀兒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暖暖書
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352 面 ;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397-6-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李登元 2.CST: 學術思想
3.CST: 藝術評論 909.933
藝山行旅 : 侯翠杏創作 50 年自述 /
侯翠杏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
出版社, 11105 .-- 208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282-299-9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1.CST: 侯翠杏 2.CST: 藝術家 3.CST:
臺灣傳記 909.933
戀戀桃花源 / 陳謙編 .-- 臺北市 : 聯
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1 公分 .-- (人文 ; V032) .-ISBN 978-986-323-457-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藝術家 2.CST: 臺灣傳記
3.CST: 桃園市 909.933

音樂
葛利格山魔王的宮殿音樂故事 / 潔
西卡. 寇特妮-堤可(Jessica CourtneyTickle)圖 ; 黃筱茵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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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24 面; 30 公分 .-- (繪本
滴 ; 109) .-- 古典布紋封面典藏版 .--

ISBN 978-626-7038-29-1 ( 精 裝 )
NT$680 普遍級
1.CST: 音樂 2.CST: 繪本 910
東方樂珠. II : 白話摛藻堂本協均度
曲 / 林逸軒, 陳綏燕合著 .-- 初版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1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05-97-9 (平裝) NT$230 普遍級
1.CST: 音樂 2.CST: 古代 3.CST: 中國
910.92
躍上主流 : 創作心流 X 創造主流 : 金
曲背後的 13 位音樂製作人 = Behind
the minds of GMA winning producers /
陳律融(Green Ted)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避風港文化有限公司, 11106 .-320 面; 23 公分 .-- (避風港文化) .-ISBN 978-986-99869-6-0 (平裝) 普遍
級
1.CST: 流行音樂 2.CST: 音樂創作
3.CST: 人物志 4.CST: 臺灣傳記
910.9933
偉大作曲家群像 : 海頓 / 尼爾.巴特沃
斯著 ; 賴慈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16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569-60-0 (平
裝) NT$380 普遍級
1.CST: 海頓(Haydn, Joseph, 17321809) 2.CST: 作曲家 3.CST: 傳記
4.CST: 奧地利 910.99441
未來還沒被書寫 : 搖滾樂及其所創
造的 / 張鐵志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11106 .-- 216 面; 21 公分 .-(文學叢書 ; 685) .-- ISBN 978-986-387582-6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搖滾樂 2.CST: 歌星 3.CST: 樂
評 912.75
反身性實踐 : 再探恆春半島民謠的
異與藝 / 余昕晏著 .-- 臺北市 : 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 11104 .-- 1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95235-8-0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民謠 2.CST: 屏東縣恆春鎮
913.533
月琴彈唱趣 : 恆春半島民謠曲集 / 余
昕晏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 11104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235-6-6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民謠 2.CST: 屏東縣恆春鎮
91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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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序曲 : 恆春半島民謠歌詩集 =
Hengchun peninsula : collection of folk
song poetry / 余昕晏編著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屏東市 : 屏東縣
政府, 11104 .-- 1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235-9-7 (平裝) NT$280 普
遍級
1.CST: 民謠 2.CST: 屏東縣恆春鎮
913.533
莫札特歌劇<<女人皆如此>>導演詮
釋探討 / 張得恩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7805-2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莫札特(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 2.CST: 歌劇
3.CST: 劇評 915.23
琴鍵上的貝多芬 : 聽見貝多芬鋼琴
奏鳴曲的各種想像 / 呂岱衛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真文化出版 : 遠足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5 .-160 面; 21 公分 .-- (認真創作 ; 3) .-ISBN 978-626-95954-1-9 ( 平 裝 )
NT$350 普遍級
1.CST: 貝多芬(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 2.CST: 鋼琴曲 3.CST: 奏
鳴曲 4.CST: 樂曲分析 917.1022
長青流派電子琴攻略手冊 / 胡樹成
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出版,
11106 .--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64-1-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電子琴 917.71
薩克斯風的<<說.文.嚼.字>> / 克里斯
多夫.伯瓦(Christophe Bois)作 ; 顧鈞豪
譯 .-- 初版 .-- 桃園市 : 原笙國際有限
公司, 11104 .-- 17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5227-3-6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1.CST: 薩克斯風 918.3

建築
建築入門 / 小平惠一著 ; 朱炳樹譯 .- 修訂二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
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256 面;
26 公分 .-- (日系建築知識) .-- ISBN
978-986-480-223-4 (平裝) NT$700 普
遍級
1.CST: 建築 920

隈研吾建築圖鑑 : 專業導覽及手繪
千幅圖片,美學、知識、旅遊一本全
收錄 / 宮澤洋著 ; 李豪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1 公分 .-- (圓神文
叢 ; 315) .-- ISBN 978-986-133-827-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建築 2.CST: 產品設計 3.CST:
文集 920.7

老宅。曾經 : 台灣百年民宅之美 / 陳
國慈總策劃 .-- 初版 .-- 臺北市 : 陳國
慈, 迪化二 0 七博物館, 11105 .-- 3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01-00728 (精裝) NT$98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3.CST: 臺灣 928.33

1.CST: 圖像學 2.CST: 影像文化
3.CST: 漫畫 4.CST: 讀物研究
940.11

雕塑

筆縱天馬 皴似綴衲 : 張光賓逝世六
週年紀念展 / 張光賓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意在藝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042-1-3 (精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圖說外國古代建築史 : 文明的瑰寶 /
王其鈞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4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7-811-3 (平
裝) NT$660 普遍級
1.CST: 建築史 920.9

印海博藝 / 崔仁慧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19-6556 (精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篆刻 2.CST: 印譜 931

碑帖･映象 = Beitie images / 黃一鳴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黃一鳴,
11104 .-- 232 面; 30 公分 .-- 中英對
照 .-- ISBN 978-957-43-9984-0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5

狂喜與節制 : 張肇康的建築藝術 / 徐
明松, 黃瑋庭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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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6 .-- 208 面; 22 公分 .-- ISBN 978626-314-195-7 (平裝) NT$460 普遍級
1.CST: 張肇康 2.CST: 建築師 3.CST:
臺灣傳記 920.9933

經篆觀心 : 2022 阿罩霧小刀雅集聯
展專輯 = Joint Exhibition of Wufeng
Seal Carving Gathering / 阿罩霧小刀雅
集作 .-- 臺中市 : 林滄池, 11104 .-- 7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01-00285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篆刻 2.CST: 印譜 3.CST: 作品
集 931.7

相遇五股陳揚記 / 李長蔚計畫主持 ;
林昱萱共同主持 ; 趙昱媛腳本設計 ;
王仟汶漫畫繪製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05 .-- 69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1-04-5 (平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性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3.CST: 文化資產 4.CST: 漫畫 5.CST:
臺灣 923.33

素履之往 : 林良材 = In an austere
manner : Lin Liang-Tsai / 林良材作 .-初版 .-- 臺中市 : 月臨畫廊, 11104 .-6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521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金屬工藝 2.CST: 雕塑 3.CST:
作品集 935

紅瓦厝 / 李長蔚計畫主持 ; 林昱萱共
同主持 ; 黃毓絜腳本設計 ; 楊羽飛插
圖繪製 .-- 初版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 11105 .-- 54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41-05-2 (精裝)
普遍級
1.CST: 歷史性建築 2.CST: 建築藝術
3.CST: 文化資產 4.CST: 繪本 5.CST:
臺灣 923.33
世界家屋觀測器 / 藤子.F.不二雄漫
畫 ; 日本小學館編輯撰文 ; 黃薇嬪翻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96 面; 21 公
分 .-- (哆啦 A 夢知識大探索 ; 5) .-ISBN 978-957-32-9571-6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1.CST: 房屋建築 2.CST: 住宅 3.CST:
漫畫 928

雙劍麥森. 2022 : 雙劍無雙 瓷器瑰寶
= Cross swords Meissen : the
incomparable cross word the porcelain
treasure / 稅素芃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裕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6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6105-68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瓷器 2.CST: 作品集 3.CST: 德
國 938

書畫
生命縮圖 : 圖像小說中的人生百態 =
Life frame : vicissitudes of life in graphie
novels / 郭書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76 面; 23 公分 .-- (Essai ; 32) .-- ISBN
978-626-7031-26-1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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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術院院士書畫創作展 / 江明
賢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
人臺灣美術院文化藝術基金會,
11105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99-2-1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懷一繼斌 : 書畫印集 / 新北市南山高
級中學教學資源中心編輯 .-- 新北市 :
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
中學, 11104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491-6-2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篆刻 3.CST: 作品
集 941.6
蘭薈筆藝學會展覽專輯 / 黃冬悅編
輯 .-- 桃園市 : 蘭薈筆藝學會, 11105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4087-2-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泮山墨映. 30 : 泮山書會 2022 第十五
屆聯展專集 / 劉慧燕編輯 .-- 桃園市 :
泮山書會, 11104 .-- 8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86364-6-0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書畫 2.CST: 作品集 941.6
書法入門二三事 / 張浮明編 .-- 臺中
市 : 張浮明, 11104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39-1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書法教學 942
漢字書法之美 : 舞動行草 / 蔣勳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1105 .-- 280 面; 23 公分 .- (綠蠹魚叢書 ; YLNB28) .-- ISBN
978-957-32-9554-9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書法美學 2.CST: 漢字 3.CST:
文集 942.07
素心寄硯田 : 蘇英田書法展 / 蘇英田
著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蘇英田,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79-6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惠風樂藝 : 陳欽忠書法專輯 / 陳欽忠
創作 .-- 彰化市 :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
館, 11105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584-8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硯耕頌清歡 : 陳嘉子八十五歲書法
展 = Immersing in calligraphy with
delightful : Chen Jia-zr 85-year-ol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 陳嘉子作 .-- 臺
北市 : 陳嘉子, 11105 .-- 160 面; 32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14-8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5
歐陽詢書系字典 / 鄭聰明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九思齋, 11105 .-- 61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47-08 (精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法帖 943.5
蔣夢龍行書千家詩 : 七言律詩 / 蔣夢
龍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海東
書會, 11104 .-- 56 面; 36 公分 .-- ISBN
978-986-98299-4-6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行書 2.CST: 書法 3.CST: 作品
集 943.5
蔣夢龍隸書千家詩 : 五言律詩 / 蔣夢
龍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海東
書會, 11104 .-- 56 面; 36 公分 .-- ISBN
978-986-98299-3-9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1.CST: 隸書 2.CST: 書法 3.CST: 作品
集 943.5
粋白耄勤 : 陳雲中、許淑霞伉儷書
法聯展 / 陳雲中, 許淑霞著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瀚宇科藝有限公司,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16-3-3 (平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牽手情 : 書法家駱明春、劉佳榮夫
妻聯展作品專輯 / 駱明春, 劉佳榮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5 .-- 130 面; 30 公分 .-- (新美學 ;

62)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12-1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精氣神 : 盧瑞旦師生聯展 / 盧瑞旦總
編輯 .-- 桃園市 : 盧老師書法教室,
11106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1850-2-8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翰墨遄飛. 一一一年度 : 名家聯展作
品集 / 王松林總編輯 .-- 初版 .-- 新竹
市 : 中華書法家協會,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6346-4-0 (平
裝) 普遍級
1.CST: 書法 2.CST: 作品集 943.6
商用字彙 : 楷書 / 劉元祥寫作 .-- 三
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出版社, 11105 .- 32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4599-8 (25K 平裝) NT$900 普遍級
1.CST: 習字範本 2.CST: 楷書 943.9
黃賓虹談繪畫 / 黃賓虹原著 ; 蔡登山
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5 .-- 340 面; 21 公分 .-- (新銳藝
術 ; 46) .-- BOD 版 .-- ISBN 978-6267128-11-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中國畫 2.CST: 畫論 944
神恬氣靜 : 淡水殼牌倉庫會員聯展
畫冊 = Tranquility in brushstrokes : the
paintings of the freshwater shell
warehouse member exhibition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民國工筆畫學會,
11105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0066-7-6 (平裝) 普遍級
1.CST: 工筆畫 2.CST: 畫冊 945.5
心靈禪淨 : 李橙秉彩墨畫集 / 李橙秉
作 .-- 彰化市 : 李橙秉, 11105 .--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21-6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近鄉情怯獻丹青 : 陳朝寶的繪畫世
界 / 陳朝寶作 .-- 初版 .-- 彰化市 : 彰
化縣文化局, 11105 .-- 7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73-64-8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美不勝收 : 梁美珠作品集 / 王怡仁,
王俊元, 王怡方, 邱韋豪, 黃佳琦, 葉
穎斌, 王允鍹, 王允信, 邱芯鈴編輯 .-臺北市 : 梁美珠, 11104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57-43-9980-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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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 : 袁旃個展 = Fu : the art of Yuan Jai
/ 黃舒屏主編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
術館, 11105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586-2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擁蛻變 風華現 : 111 年黃立丹個展專
輯 = Huang Lidan exhibition album / 黃
立丹著 .-- [彰化縣員林市] : 黃立丹,
11104 .-- 5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57-5 (平裝) NT$888 普遍級
1.CST: 水墨畫 2.CST: 畫冊 945.6
基礎素描練習本 / 莊文仁, 林其村編
著 .-- 臺中市 : 巨聖美術有限公司,
11104 .-- 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27-0-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素描 2.CST: 繪畫技法
947.16
尋龍歷險記. 8, 攝魂的催眠飛龍 / 林
詩敏文.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68 面; 25
公分 .-- (神秘科學探險隊系列) .-ISBN 978-957-658-833-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無價之畫 : 巴黎的追光少年 / HOM
漫畫 .-- 初版 .--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
術館, 11106 .-- 1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32-588-6 ( 下 冊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漫畫之王陳福財的新加坡史 / 劉敬
賢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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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52 面; 26 公分 .-- (貓頭鷹書
房 ; 467) .-- ISBN 978-986-262-553-8
(平裝) NT$910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銀河鐵道之夜 / 宮澤賢治作 ; 增村博
畫 ; 黃鴻硯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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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7 .-- 320 面; 21 公分 .-- (小麥田圖
像館) .-- ISBN 978-626-7000-61-8 (精
裝) NT$399 普遍級
1.CST: 漫畫 947.41
髮之神技 : 超人氣插畫家 Paryi 教你
畫出美少女輕柔秀髮 / Paryi 著 ; 謝薾
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旗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15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86-312-715-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插畫 2.CST: 繪畫技法
947.45
膽小別看畫. III : 西洋名畫中驚悚又
吸睛的驚奇故事 / 中野京子作 ; 李肖
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5-318-3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西洋畫 2.CST: 藝術欣賞
947.5
色鉛筆的基本 / 李星瑤著 .-- 初版 .-臺北市 :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25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86-510-216-6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1.CST: 鉛筆畫 2.CST: 繪畫技法
948.2

9 (第 4 冊:平裝) NT$800 .-- ISBN 978626-01-0018-6 (第 5 冊:平裝) NT$800 .- ISBN 978-626-01-0019-3 (第 6 冊:平
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悅己.時空對話 : 邱佩琳個展 .-- 臺北
市 : 邱佩琳, 11104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78-9 ( 平 裝 )
NT$10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真心誠藝 : 林秀霞油畫作品集 / 林秀
霞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陽明生醫股
份有限公司, 11106 .-- 96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050-0-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攝影；電腦藝術

璀璨映心 : 色鉛筆彩繪班 / 國際扶輪
3521 地區眷屬聯誼會作 .-- 臺北市 :
致出版, 11104 .-- 6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3-37-9 (平裝) 普遍
級
1.CST: 鉛筆畫 2.CST: 繪畫 3.CST: 畫
冊 948.2

攝影訪談輯. 5 = Photo-logues. V / 姚
瑞中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田園城
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6 .-- 2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273-3-5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攝影史 2.CST: 訪談 3.CST: 臺
灣 950.933

信仰的原生態 : 曾雍甯個展畫集 =
Primitive landscape of belief : Tzeng
Yong-ning solo exhibition / 洪惠冠, 劉
素玉主編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藝文中心, 11104 .-- 80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86-06383-3-2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原子筆 2.CST: 畫冊 948.3

認真玩自拍 : 擺脫 45 度角,不當稻草
人,IG 百萬點閱 KOL 教你最高自拍
技巧,擁有吸睛美照 / 索瑞兒.阿莫爾
(Sorelle Amore)作 ; 李忞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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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59-409-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1.CST: 人像攝影 2.CST: 攝影技術
953.3

古鎭百景 : 施南生水彩畫作品輯 =
Hundred views of the ancient town / 施
南生作 .-- 初版 .-- 彰化縣彰化市 : 彰
化縣文化局, 11106 .-- 72 面; 25X26 公
分 .-- ISBN 978-986-5473-68-6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水彩畫 2.CST: 畫冊 948.4
洪檸標油畫集. 2022 / 洪檸標作 .-- 臺
中市 : 洪檸標, 11105 .-- 60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74-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油畫 2.CST: 畫冊 948.5
*限時青春 : 蕭璽畫集 / 蕭璽作 .-- 南
投市 : 蕭璽, 11104 .-- 冊 .-- ISBN 978626-01-0015-5 (第 2 冊:平裝) NT$800 .- ISBN 978-626-01-0016-2 (第 3 冊:平
裝) NT$800 .-- ISBN 978-626-01-0017-

C-LAB 未 來 媒 體 藝 術 節 = C-LAB
Future Media Arts Festival / 吳達坤, 蔡
宏賢, 沈伯丞, 林映彤, 謝力登, 陳晞,
林怡秀作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臺灣
生活美學基金會, 11105 .-- 2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6074-0-2 (平裝)
NT$1200 普遍級
1.CST: 數位藝術 2.CST: 高科技藝術
3.CST: 數位媒體 4.CST: 作品集
956
數位藝術的發展與跨領域創作 / 林
敏智著 .-- 臺南市 : 林敏智, 11106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54-4 (平裝) NT$5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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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T: 數位藝術 2.CST: 視覺藝術
956
群英飛羽 : 世界野鳥攝影專輯. III =
Wild birds worldwide 2022 birds
photography exhibition from the Elite
Family / 周雲卿總編輯 .-- 臺北市 : 中
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 ; 高雄市 : 群英
飛羽鳥類攝影團隊, 11105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98055-4-4 (精
裝)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動物攝影
3.CST: 鳥類 957.4
蘭嶼記事 1980-2022 : 潘小俠影像 =
The photographic reportage of Orchid
Island by Pan Hsiao Hsia = Le reportage
photographique d'Ile d'Orchidée / 潘小
俠作.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出
版社, 11105 .-- 180 面; 30X29 公分 .-ISBN 978-626-7076-30-9 ( 精 裝 )
NT$15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6
普 立 茲 新 聞 攝 影 獎 80 週 年 展 =
Shooting : The Pulitzer Prize
photographs exhibition / Hal Buell, Cyma
Rubin 作 .-- 臺北市 : 時藝多媒體傳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192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95715-2-4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7.8
36 / 林予晞 Allison Lin 作 .-- 初版 .-臺北市 : 雙木林攝影工作室, 11105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6078-0-8 (精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流動的真實 / 林育雅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3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5-79-5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2.CST: 旅遊文學
3.CST: 世界地理 958.33
趙明強攝影集 = Zhao Ming Qiang's
photographs / 趙明強攝影 ; 李宗慈撰
文 .-- 初版 .-- 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
11105 .-- 108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986-282-298-2 (平裝) NT$600 普
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鏡像.映像 : 80 後的當代影像藝術 =
Specularity/reflexivity : contemporary
image arts after 1980s / 蔡昭儀主編 .-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家攝影

文化中心, 11105 .-- 2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581-7 ( 平 裝 )
NT$890 普遍級
1.CST: 攝影集 958.33

工藝美術
空間遊戲 = Playing with space 2021 /
王德瑜, 林育正, 邱裕文, 高德亮
[作] .-- 桃園市 : 桃園市立美術館,
11106 .-- 14 面; 21X21 公分 .-- 注音
版 .-- ISBN 978-626-7020-97-5 (精裝)
NT$800 普遍級
1.CST: 裝置藝術 2.CST: 空間藝術
3.CST: 作品集 960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
製 作 成 果 專 刊 . 111 級 =Kun Sh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2022 year book /
邱國峻主編 .-- 第一版 .-- 臺南市 : 崑
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11104 .- 2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700-13-0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視覺設計 2.CST: 作品集
960
設計思維手繪技法 : 分析圖紙 X 線
稿臨摹 X 上色參考 X 優秀範例 X 你
一定要懂的空間設計思維 / 顧琰, 王
晨陽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8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56-8 (平裝) NT$750 普遍級
1.CST: 空間設計 2.CST: 環境規劃
960
煥幻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
設計系 111 級畢業作品年鑑 = Renew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111 級全體畢業生圖文 .-- 初版 .-- 臺
南市 :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
設計系, 11105 .-- 232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5615-64-2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1.CST: 視覺設計 2.CST: 作品集
960
腦蠶 : 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
計系 111 級畢業專刊 / 游守中, 林正
敏, 王佩琴, 樂文靜, 高家旭編輯委
員 .-- 初版 .-- 南投縣草屯鎮 : 南開科
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11104 .-112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428-0-2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創意 3.CST: 作品
集 960
遇/預見六燃 : 賴雯淑藝術裝置個展
作品集 = Encountering/foresseeing the
Sixth Fuel Factory : a collection of WenShu Lai's art installations / 賴雯淑作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11106 .-- 112 面; 26 公分 .-- (藝術思潮
系列)(活隱喻.活博物館. 系列二) .-ISBN 978-986-5470-31-9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1.CST: 藝術展覽 2.CST: 裝置藝術
3.CST: 作品集 960
臺灣當代視覺傳達年鑑. 111 年度 :
平面/包裝/時尚/攝影 = Taiwa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yearbook / 林劭
均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市 : 財團法
人康堤教育基金會, 康堤創意設計研
究中心, 11104 .-- 322 面; 25 公分 .-ISBN 978-986-97516-6-7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1.CST: 視覺設計 2.CST: 作品集
960
臺 灣 藝 術 設 計 年 鑑 . 2021-2022 =
Taiwan arts & design yearbook. 20212022 / 林劭均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財團法人康堤教育基金會, 康堤
創意設計研究中心, 11104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516-5-0 (精
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作品集 960
台灣設計研究院年報. 2021 = Taiwan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2021 annual
report / 張基義總編輯 .-- 臺北市 : 財
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 11104 .-- 96
面; 28 公分 .-- 中英對照 .-- ISBN 978986-98998-5-7 (平裝)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期刊 960.5
設計人. vol.53 = Designer / 林詩庭總
編輯 .-- 新北市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出版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發行, 11106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41-014 (平裝) NT$15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期刊 960.5
日本色彩寫真物語 / 北山建穗文.攝
影 ; 永方佑樹詩 ; 邱香凝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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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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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408-817-1 (平裝) NT$420 普
遍級
1.CST: 色彩學 963
色彩搭配原理與技巧 : 色彩三要素 X
感覺與色彩 X 色彩的象徵性及聯想 /
范文東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
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105 .-- 274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29-2 (平裝) NT$680 普遍級
1.CST: 色彩學 963
設計者不可不知の版面設計&製作
運用圖解 / 佐々木剛士著 ; 黃立萍,
陳映璇譯 .-- 二版 .-- 新北市 : 良品文
化館, 11106 .-- 192 面; 26 公分 .-- (手
作良品 ; 48) .-- ISBN 978-986-7627-46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1.CST: 版面設計 964
設計概論 : 新設計理念的思考與解
析 = Introduction to design theory : new
design concept thinking and analysis / 林
崇宏, 黃益峰著 .-- 六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8-187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工業設計 964
臺灣設計作品圖典. 111 年度 : 建築/
工 業 設 計 / 藝 術 = Taiwan design
collection
:
architecture/industrial
design/art / 林劭均總編輯 .-- 初版 .-臺中市 : 財團法人康堤教育基金會,
康堤創意設計研究中心, 11104 .-- 32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97516-4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設計 2.CST: 作品集 964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畢業專刊. 第
29 屆 : 有種 = The 29th graduation of
Commercial Design Department of Ming
Chuan Univrsity : Grit / 第 29 屆商業設
計學系全體同學編輯 .-- 桃園市 : 銘
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 11105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8584-38-9 (精
裝) 普遍級
1.CST: 商業美術 2.CST: 設計 3.CST:
作品集 964
領先未來的變革設計 : 翻轉人類工
作與生活框架,為企業開創百倍價值
的絕世設計 / 史蒂芬妮.梅塔
(Stephanie Mehta), << 快 公 司 >>(Fast
Company)編輯群著 ; 朱家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11106 .-- 2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480-88-2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1.CST: 工業設計 2.CST: 產品設計
964
TAICOT 特刊 :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海
報徵選大賽 / TAICOT 編輯部作 .-- 臺
北市 :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
11104 .-- 5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08-0-9 (平裝) NT$180 普
遍級
1.CST: 海報 2.CST: 器官移植 3.CST:
作品集 4.CST: 中國 964.4
展示空間設計與繪製應用 : 商展 x 時
裝秀 x 藝廊 x 博物館 x 全方位空間
手繪技法解析 / 王育新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5 .-- 248 面; 23 公分 .-- POD
版 .-- ISBN 978-626-332-331-5 (平裝)
NT$650 普遍級
1.CST: 展品陳列 2.CST: 商品展示
964.7

技藝
非花即色 花花葉葉呈妙觀 : 李幸芸
的禮讚花之蒼穹 / 李幸芸著 .-- 臺北
市 : 陽光房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 龍
德行銷顧問公司發行, 11105 .-- 1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287-0-7 (平
裝) NT$580 普遍級
1.CST: 花藝 971
台灣茶你好 / 林昱丞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 (玩
藝 ; 116) .-- ISBN 978-626-335-324-4
(平裝) NT$420 普遍級
1.CST: 茶藝 2.CST: 茶葉 974.8
兩岸家人,相遇太美 : 茶藝講師一條
龍培訓紀實 / 劉黎編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11106 .-- 460 面; 24 公分 .-- (茶文化叢
刊. 學茶筆記 ; 1303A03) .-- ISBN 978986-478-670-1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茶藝 2.CST: 茶葉 3.CST: 文化
974.8

戲劇
六燃國際互動劇場合集 = A
compil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ixth
Fuel Factory interactive theater / 賴雯淑

編著 .-- 初版 .-- 新竹市 : 國立陽明交
通大學出版社, 11106 .-- 152 面; 26 公
分 .-- (藝術思潮系列)(活隱喻. 活博
物館 ; 系列一) .-- ISBN 978-986-547030-2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CST: 劇場藝術 2.CST: 表演藝術
3.CST: 互動式媒體 981
孽子舞台劇二 0 二 0 全紀錄 / 白先勇
策畫 ; 許培鴻攝影 ; 簡慧明執行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傳家
經典 ; 3) .-- ISBN 978-626-95679-9-7
(全套: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NT$3000 普遍級
1.CST: 舞臺劇 982.61
孽子舞台劇二 0 二 0 全紀錄 / 白先勇
策畫 ; 許培鴻攝影 ; 簡慧明執行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冊 .-- (傳世
典藏 ; 4) .-- ISBN 978-626-96065-0-4
(全套:精裝) NT$3000 普遍級
1.CST: 舞臺劇 982.61
狂言賽博格 / 野村萬齋作 ; 沈亮慧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這邊出版 : 遠
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11106 .-- 25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03-0-4 (平裝) NT$420 .-- ISBN
978-626-96003-1-1 ( 平 裝 印 簽 版 )
NT$420 普遍級
1.CST: 狂言 2.CST: 表演藝術
983.11
南管新錦珠交加戲 : 百花台 =
Nanguan Xin jin zhu opera trope jiaojia
opera : the flowers platform / 呂鈺秀
作 .-- 初版 .-- 新北市 : 南管新錦珠劇
團, 11105 .-- 128 面; 23 公分 .-- 中英
對照 .-- ISBN 978-626-95684-1-3 (精裝
附隨身碟) NT$2000 普遍級
1.CST: 傳統戲劇 2.CST: 戲曲藝術
3.CST: 南管音樂 4.CST: 臺灣 983.3
歌仔戲<<燕歌行>>與敘事設計 / 王
世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 11104 .-- 2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235-5-9 ( 平 裝 )
NT$360 普遍級
1.CST: 歌仔戲 2.CST: 劇場藝術
983.33
藍祖蔚的台灣電影備忘錄 : 叩問 / 藍
祖蔚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
有限公司, 11106 .-- 624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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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苑 ; P34) .-- ISBN 978-957-445986-5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評 3.CST: 訪談
4.CST: 台灣 987.013
藍祖蔚的台灣電影備忘錄 : 夢迴 / 藍
祖蔚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
有限公司, 11106 .-- 606 面; 23 公分 .- (電影苑 ; P35) .-- ISBN 978-957-445987-2 (平裝) NT$70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影評 3.CST: 訪談
4.CST: 台灣 987.013
台北電影節節目專刊. 2022 第二十四
屆 = 2022 Taipei Film Festival catalogue
/ 台北電影節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台北電
影節, 11106 .-- 264 面; 24 公分 .-- 中
英對照 .-- ISBN 978-986-97740-6-2 (平
裝) NT$100 普遍級
1.CST: 影展 987.066
光源下放電影 : 南方影展二十年 / 王
振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蔚藍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臺南市 : 台
灣南方影像學會發行, 11106 .-- 25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04-77-9 (平
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電影史 987.09
怪物製造機吉勒摩.戴托羅 : 暗黑怪
奇電影大師融合唯美與驚悚的多重
宇宙 / 伊恩.納桑(Ian Nathan)著 ; 葉中
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17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489-622-6 (精
裝) NT$850 普遍級
1.CST: 托羅(Toro, Guillermo del,
1964- ) 2.CST: 電影導演 3.CST: 電影
美學 4.CST: 影評 987.099549
解謎大衛.芬奇 : 暗黑系天才導演,與
他眼中的心理遊戲 / 亞當.奈曼(Adam
Nayman)著 ; 黃政淵, 但唐謨, 曾曉渝,
張懷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30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32-9565-5 (精
裝) NT$1800 普遍級
1.CST: 芬奇(Fincher, David) 2.CST: 電
影導演 3.CST: 影評 987.31
小資男的電影夢 / 童榮地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6 .-- 1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51-02-0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1.CST: 電影攝影 2.CST: 電影製作
987.4
元宇宙影音製作指南 : 微電影製作
入門實戰證照 / 中華數位音樂科技
協會, 吳彥杰, 于翔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3082-5 (平裝) NT$350 普遍級
1.CST: 電影製作 2.CST: 數位影音處
理 3.CST: 虛擬實境 987.4
音效聖經 : 徹底解說影視巨作驚心
動魄情緒奔流的聲音特效技法 / 里
克.維爾斯(Ric Viers)作 ; 潘致蕙譯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
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
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城邦分公司發行, 11105 .-- 3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229-6 (平
裝) NT$1300 普遍級
1.CST: 電影 2.CST: 音效 987.44
影視聲音設計 : 奧斯卡金獎電影扣
人心弦的聲音打造計畫與方法 / 大
衛.索南夏因(David Sonnenschein)作 ;
林筱筑, 潘致蕙譯 .-- 修訂一版 .-- 臺
北市 : 易博士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 : 英屬蓋曼群島商
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發行, 11105 .-- 20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80-228-9 (平裝) NT$1200 普
遍級
1.CST: 電影 2.CST: 音效 987.44
*我們迷上港劇 / 列當度, 嘉安, 許思
庭, 破風合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天
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11104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75-95-3 (平
裝) NT$340 普遍級
1.CST: 電視劇 2.CST: 香港特別行政
區 989.2

遊藝；娛樂；休閒
休閒遊憩概論 : 休閒遊憩管理者成
功 的 必 備 指 引 = Introduction to
recreation and leisure / 黃金柱, 李明儒,
吳冠璋, 施君翰, 王凱立, 魏映雪編著 ;
黃金柱主編 .-- 二版 .-- 新北市 : 華立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62-5 (平
裝) 普遍級
1.CST: 休閒活動 990

觀 光 行 政 與 法 規 = Tourism
administr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 汪
芷榆, 邱長光, 蕭仕榮編著 .-- 11 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5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65-6 (平裝) 普遍級
1.CST: 觀光行政 2.CST: 觀光法規
992.1
服務業行銷 : 觀光服務業之實務應
用 = Service marketing : the practices of
tourism / 巫喜瑞著 .-- 一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2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784-961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1.CST: 旅遊業管理 2.CST: 服務業
3.CST: 行銷管理 992.2
旅行業概論 / 謝永茂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8-173-8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業管理 992.2
旅行業經營與管理 / 陳嘉隆, 沈冠亞
編著 .-- 十四版 .-- 新北市 : 華立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45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957-784-964-9 (平裝)
普遍級
1.CST: 旅遊業管理 992.2
觀光產業人員 : 初階認證試題指南 /
盧碧蓮, 黃妍榛, 傅璻如, 胡正芳編
著 .-- 一版 .-- 新北市 : 松根出版社,
11104 .-- 13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62-2-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1.CST: 旅遊業管理 2.CST: 考試指南
992.2
自然直覺 : 培養我們對自然逐漸遺
失的敏銳直覺 / 崔斯坦.古力(Tristan
Gooley)著 ; 田昕旻譯 .-- 初版 .-- 臺中
市 :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1106 .-- 368
面; 23 公分 .-- (知的! ; 194) .-- ISBN
978-626-320-124-8 (平裝) NT$390 普
遍級
1.CST: 野外活動 2.CST: 野外求生
993
巧智世界 : 巧智數字積木家族學習
手冊 / 楊儒勳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巧智有限公司, 11104 .-- 128 面; 26 公
分 .-- 注音版 .-- ISBN 978-626-958881-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數學 997
圖靈腦力開發 : 兒童智力遊戲 / 威廉.
波特(William Potter) 作 ; 葛林. 康威
93

(Gareth Conway)繪 ; 林珈聿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有限公司,
11106 .-- 9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06974-6-9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數學遊戲
997
圖靈腦力開發 : 兒童數學遊戲 / 威廉.
波特(William Potter) 作 ; 葛林. 康威
(Gareth Conway)繪 ; 林珈聿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果文創有限公司,
11106 .-- 96 面; 20 公分 .-- ISBN 978986-06974-7-6 (平裝) NT$320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2.CST: 數學遊戲
997
福爾摩斯消失謎團 : 威尼斯水道迷
宮 偵 探 遊 戲 / 瑪 莉 . 夏 沛 蕾 (Marie
Chaplet), 史 黛 芬 妮 . 怡 歌 (Steffanie
Yeakle) 作 ; 卡 洛 琳 . 愛 霍 特 (Croline
Ayrault), 索 隆 (Solenne), 湯 瑪 士
(Thomas)繪 ; 蔡穎芃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1105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71-353-1 (精裝) 普遍級
1.CST: 益智遊戲 997
數學益智遊戲大圖鑑 = Visual book of
the math puzzle /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
陳朕疆翻譯 .-- 第一版 .-- 新北市 : 人
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06 .-- 208 面;
24 公分 .-- (Galileo 科學大圖鑑系
列)(伽利略科學大圖鑑 ; 9) .-- ISBN
978-986-461-285-7 (平裝) NT$630 普
遍級
1.CST: 數學遊戲 997.6
Minecraft 建造大師 : 還原古代世界奇
蹟 / Sara Stanford 著 ; 王豪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80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24-170-1 (平裝)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神工匠&超建築 MINECRAFT 虛擬美
學殿堂 : 新手必學的關鍵技巧 /
Project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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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336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92-3 (平裝)
普遍級
1.CST: 線上遊戲 997.82
董群省雅石集 / 董群省著 .-- 初版 .-金門縣金城鎮 : 董群省, 11105 .-- 127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01-00735 (精裝) NT$2000 普遍級

1.CST: 奇石 2.CST: 照片集

999.21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67-92-0
(光碟片) NT$350 普遍級

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
目錄

住商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策略成本效
益之研究/王安強研究主持; 黃國倉
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
部建研所, 11104 .-- 1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04-5 (平裝) 普遍
級

政府出版品
Start up: art for social change: a research
project of National Tainan Living Art
Center 2020= 起動: 藝術轉動社區:
2020 南 部 七 縣 市 調 查 研 究 /authors
Wu Ma-Li, Hsu Yuan-Ta, Wang TingChi, Lin Pei-Ying, Hsu Szu-Chieh,
Chang Kai-Ting, Chen Shi-Yu, Yang
Chia-Hsuan, Liu Yi-Tzu, Mu Lu-Lang .- 臺南市 : 臺南生活美學館, 11104 .-256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32582-4 (平裝) NT$500 普遍級
Taicca issue: 探索文化內容新商模/李
明哲總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策
院, 11104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2-587-9 (平裝) 普遍級
Taiwan prosecution archive: prosperous
Taiwan, majestic Legitimacy: the special
historical issue for the 77 anniversary of
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volume
C/editorial
board
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Taiwan After-Care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For Victims
Support .-- 臺 北 市 : 臺 灣 高 檢 署 ,
11103 .-- 45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443-87-0 (精裝) 普遍級

南島民族論壇會議實錄. 2021: 南島
民族傳統領袖制度與現代政治的調
和 = 2021 Austronesian Forum
conference proceedings: harmonization
of austronesian traditional leader system
and modern politics/ .-- 新北市 : 原住
民族委員會, 11104 .-- 142 面; 29 公
分 .-- ISBN 978-986-5435-62-2 (平裝)
普遍級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雙年
報. 2020-2021/賴郁晴主編 .-- 初版 .-苗栗縣 : 客委會客發中心, 11105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3460-1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建築環境健康及防疫措施之可行性
研究/鄭元良研究主持; 張榮偉協同
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部建
研所, 11104 .-- 3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06-9 (平裝) 普遍級

氣喘疾病手冊(教師版)/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健康署, 11104 .-- 42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7137-12-3 (平裝) NT$25
普遍級
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110 學年度: 臺
中市立霧峰農工: 師生書畫展. 十四/
張嘉元, 唐臻懿, 陳毓芬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霧峰農工, 11104 .-- 33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700190-5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國立國父紀念館建築導覽手冊/蘇玲
玉 編 輯 .-- 臺 北 市 : 國 父 紀 念 館 ,
11104 .-- 3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532-583-1 (平裝) 普遍級
國立聯合大學永續報告書. 2021/張坤
森 總 編 輯 .-- 苗 栗 市 : 聯 合 大 學 ,
11103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23-1-4 (平裝) 普遍級
國立聯合大學社會責任報告書. 2021/
張坤森總編輯 .-- 苗栗市 : 聯合大學,
11103 .-- 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23-2-1 (平裝) 普遍級
基隆校園建築不一樣: 美力蛻變成果
專刊/杜國正總編輯 .-- 基隆市 : 基市
府, 11106 .-- 8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417-30-7 (平裝) 普遍級

紅棗友善環境耕作: 科普工具書/施
佳宏編著 .-- 苗栗縣 : 農委會苗栗農
改場, 11105 .-- 44 面; 16X16 公分 .-ISBN 978-626-7100-71-4 ( 平 裝 )
NT$280 普遍級

常用國產材應用於公共工程參考手
冊/中華木質構造建築協會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農委會林務局, 11105 .- 4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00-69-1 (平裝) 普遍級

*土城藝象/新北市土城區公所編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土城區公所,
11104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5-06-8 (平裝) NT$220 普遍級

紅棗美味健康食譜: 料理工具書/李
杰奎, 施佳宏編著 .-- 苗栗縣 : 農委會
苗栗農改場, 11105 .-- 44 面; 16X16 公
分 .-- ISBN 978-626-7100-72-1 (平裝)
NT$220 普遍級

智能化科技應用於農業現況暨未來
展望研討會專刊/顏昌瑞, 蔡尚翰主
編 .-- 初版 .-- 屏東縣 : 屏東科大,
11104 .-- 4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82-3-8 (平裝) 普遍級

心臟病疾病手冊(教師版)/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健康署, 11104 .-- 4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13-0 ( 平 裝 )
NT$25 普遍級

紅棗寶寶: 0-6 歲學習啟蒙認知工具
書/施佳宏編著 .-- 苗栗縣 : 農委會苗
栗農改場, 11105 .-- 16 面; 16X16 公
分 .-- ISBN 978-626-7100-73-8 (精裝)
NT$180 普遍級

水土保持計畫沉砂設施/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編著 .-- 初版 .-- 南
投縣 : 農委會水保局, 11105 .-- 17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0-74-5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旅遊醫學臨床工作手冊. 2022: 後疫
情時代的旅遊指引/黃國晉主編 .-- 臺
北市 : 臺大醫院旅遊醫學中心,
11104 .-- 29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452-84-1 (平裝) 普遍級

當代雕塑麗寶創作獎. 第四屆= The
4th Contemporary Sculpture Lih Pao
Prize/ 國 立 臺 北 藝 術 大 學 美 術 學 院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院, 11104 .-- 40 面; 24 公分 .-ISBN 978-626-95235-4-2 (平裝) 普遍
級

全國性公民投票第 17 案至第 20 案
實錄/臺南市選舉委員會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市選委會, 11105 .-- 534

時事。時適。/ .-- 臺中市 : 臺中文華
高中, 11105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01-91-2 (平裝) 普遍級
94

農業科技研發成果發表暨技術授權
說明會專刊. 111 年/傅智麟, 洪巍晉,
羅淑芳編輯 .-- 桃園市 : 農委會桃園
農改場, 11104 .-- 28 面; 29 公分 .-ISBN 978-626-7100-68-4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圖文傳播科技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大會手冊. 2022= Journal
and Conference Manual of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aphic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Arts/楊
炫叡總編輯 .-- 新北市 : 臺灣藝大圖
文傳播系所, 11104 .-- 1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41-03-8 (平裝)
普遍級

計部, 11104 .-- 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9-17-4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綠建築基地保水設施之規劃設計指
引之研究/羅時麒研究主持; 廖朝軒
協同主持 .-- 第 1 版 .-- 新北市 : 內政
部建研所, 11104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8-05-2 (平裝) 普遍
級

糖尿病疾病手冊(教師版)/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編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健康署, 11104 .-- 4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37-11-6 ( 平 裝 )
NT$25 普遍級

*(初等考試)行政學大意: 看這本就夠
了/林志忠編著 .-- 第二十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36-4 (PDF)
普遍級

*邁向超高齡的社會科學教育探索/
曾敏傑主編 .-- 初版 .-- 新北市 : 臺北
大學社會科學院, 10908 .-- 335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6026-3-6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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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51-7 (PDF) 普遍級

臺 北 市 年 鑑 . 2021= Taipei yearbook
2021/ 臺 北 市 年 鑑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編
輯 .-- 臺北市 : 北市府, 11106 .-- 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4-11-4 (平
裝附隨身碟) 普遍級
臺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航次報
告. 2021 年= Cruise report of TaiCOFI
surveys in 2021/曾振德總編輯 .-- 基隆
市 : 農委會水試所, 11107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00-70-7 (平裝)
NT$225 普遍級
*鳶山下的社會實踐/曾敏傑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臺北大學社會科學
院 , 10901 .-- 冊 .-- ISBN 978-98698802-9-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鳶山下的實踐掠影/曾敏傑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臺北大學社會科學
院, 10806 .-- 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26-0-5 (平裝) 普遍級
*鳶山下的實踐發想/曾敏傑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臺北大學社會科學
院, 10801 .-- 187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26-1-2 (平裝) 普遍級
*鳶山下的學生敘事/曾敏傑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臺北大學社會科學
院, 10808 .-- 1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26-2-9 (平裝)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市縣政府辦
理獎勵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供公眾
使用管理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臺北市 : 審計部, 11104 .-- 2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119-13-6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 新北市歷史
建築五股守讓堂拆遷重建計畫執行
情形/審計部編 .-- 初版 .-- 臺北市 : 審

墨馥韶光: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一一一級書法組畢業展覽作品集/國
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一一一級書
法組師生作 .-- 臺南市 : 臺南大學國
文系, 11104 .-- 1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632-4-2 (平裝) 普遍級

藝拖拉谷: 2022 新北市永平國民小學
第九屆美術藝才班/張美玲總策劃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永平國小,
11104 .-- 144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35-07-5 (精裝) 普遍級

教科書及考試用書
(升大學測)國文科 全真模擬考/邱鉦
倫, 曾珮琦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7-068-5 (PDF) 普遍級
(地方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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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50-0 (PDF)
普遍級
(行政警察人員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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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振濤, 陳培林,
陳俊文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
華數位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37-046-3 (全套: 平裝) NT$5375
普遍級
(行政警察人員四等)一般警察人員
題庫版套書. 2022/警察編輯小組, 章
庠, 成琳, 王強, 宇寧, 溫陽編著 .-- 第
一 版 .-- 新 北 市 :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37-0425 (全套:平裝) NT$294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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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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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69-2 (PDF) 普遍級
*(初等考試)公民看這本就夠了/邱樺
編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35-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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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63-0 (PDF)
普遍級
(初等考試)英文焦點速成/劉似蓉編
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52-4 (PDF) 普遍級
(初等考試)普通科目(國文、公民、
英文)歷年試題澈底解說/紫彤, 伍湘
芬, 蔡翼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5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85-2 (平裝)
普遍級
*(金融證照)信託業務專業測驗考前
猜題/龍田編著 .-- 第二十一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37-1 (PDF)
普遍級
(高普考)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
導)嚴選題庫/李振濤, 陳培林編著 .-第十八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62-3 (PDF) 普遍級
(郵政招考)勝出!企業管理(含大意)主
題式題庫+歷年試題大解碼/陳金城
編著 .-- 第六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5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84-5 (平裝) 普遍級
(郵政招考)勝出!國文(短文寫作、閱
讀測驗)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高朋,

尚榜編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
數位文化, 11105 .-- 2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7-067-8 (平裝) 普遍
級

KO 理化教室. 13, 功與能量/張芮慈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5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44-2 (平裝) NT$130 普遍級

(郵政招考)勝出!臺灣自然及人文地
理主題式命題焦點+題庫/白文傑編
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65-4 (PDF)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2, 波動與聲音/張芮慈
編 著 .-- 再 版 .-- 臺 中 市 : 奇 鼎 ,
11105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39-8 (平裝) NT$90 普遍級

(郵政招考)郵政英文勝經/劉似蓉編
著 .-- 第十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41-8 (PDF) 普遍級
2022 年公法大數據實務解讀/嶺律師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波 斯 納 ,
11104 .-- 3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1-5-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Aiming high/致理科技大學教務處語
言中心作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新
加坡商聖智學習, 11104 .-- 12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953-1-0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Cambridge English qualifications A1
movers: examination papers/author Tina
Liu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105 .-冊 .-- ISBN 978-626-7114-11-7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626-7114-12-4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EQ 學園. 2, 好人氣養成班(學習手冊).
下冊/楊俐容, 張黛眉, 張嘉紋, 黃春偉
作 .-- 初版 .-- 嘉義市 : 耕心文教,
11105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91-6-0 (平裝) NT$60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3, 光與顏色/張芮慈編
著 .-- 再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5 .-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40-4 (平裝) NT$110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5, 元素與化合物/張芮
慈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5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41-1 (平裝) NT$90 普遍級
Language arts. 4B/authors Catherine
Eisele, E. B. Karl, Grace Sum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04 .-- 72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506-2514 (平裝) 普遍級
My first reading 101/by Andrea Lin,
Helen Tan .-- 臺 中 市 : 堂 奧 圖 書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95682-15 (第 1 冊:平裝附光碟片) .-- ISBN 978626-95682-2-2 (第 2 冊: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Smile/ .-- 高 雄 市 : 美 樂 蒂 文 教 ,
11103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43-8 (平裝) 普遍級
Smile: ABC book/ .-- 高雄市 : 美樂蒂
文教, 11103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44-5 (平裝) 普遍級

e 通高中數學講義. 第三冊/林廷熹,
林廷樂編著 .-- 七版 .-- 高雄市 : 林廷
數學, 11106 .-- 冊 .-- ISBN 978-98606840-5-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STEAM 科學探索學習手冊/希伯崙編
輯團隊編著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05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1-655-4 (平裝)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1, 基本測量與認識物
質/張芮慈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
鼎, 11105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38-1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Super study fun/co-writers Academic
Affairs Department of Royal Elite
English, Celine Tsai, Elaine Wu, Annie
Huang .-- first edition .-- 桃園市 : 富陽
文化, 11104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410-1-0 (第 6 冊:精裝) 普遍
級

KO 理化教室. 11, 直線運動/張芮慈編
著 .-- 臺中市 : 奇鼎, 11105 .-- 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42-8 (平
裝) NT$130 普遍級
KO 理化教室. 12, 力與運動/張芮慈編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奇鼎, 11105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2943-5 (平裝) NT$110 普遍級

Tree house(homework book). 10/writers
Duane E. Jones, Sherry Pu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5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86-636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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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house(textbook). 10/writers Kyle J.
Olsen, Duane E. Jones, Jacob Lugwig,
Sandy Huen .-- second edition .-- 臺北
市 : 何嘉仁, 11105 .-- 1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86-61-2 (平裝) 普遍
級
Tree house(workbook). 10/writers Duane
E. Jones, Sandy Huen, Eric Yang, Kyle J.
Olsen, Keith Beckett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5 .-- 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086-62-9 (平裝)
普遍級
[郵政招考]郵政英文焦點速成+模擬
試題演練/雁子編著 .-- 第二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45-6 (PDF)
普遍級
ㄅㄆㄇ玩線條/ .-- 初版 .-- 臺南市 : 翰
林,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12664-0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2-665-7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乙級中餐烹調(葷食)技能檢定學術
科完全攻略/冠勁工作室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5 .-- 4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813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重點複習(教師
用書) 4 上/楊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491-5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重點複習(教師
用書). 3 上/楊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
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490-8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重點複習. 4 上/
楊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4922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
書). 1 上(含首冊)/康軒國語編輯小組
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413-7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
書). 2 上/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414-4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
書). 3 上/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416-8 (平裝) 普遍級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洪正,
劉力編著 .-- 十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輔考資訊, 11105 .-- 4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74-1 (平裝) 普遍
級

意四合一)/金庸, 郭政一, 吳俊, 林敏
玄編著 .-- 第五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4 .-- 734 面; 24 公分 .-ISBN 978-626-323-211-2 ( 平 裝 )
NT$680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
書). 4 上/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417-5 (平裝) 普遍級

大考必勝單字(基礎)/鍾震亞, 周彩蓉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2-6855 (全套:平裝)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內勤國文(短文寫
作+閱讀測驗)/儒宏編 .-- 四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4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94-8 (平裝) 普遍
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 2 上/康軒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15-1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國語重點複習. 4 上/康軒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18-2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
書). 4 上/康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485-4 (平裝) 普遍級
十二年國教數學重點複習. 4 上/康軒
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84-7 (平裝)
普遍級
三等外交領事人員: 歷屆綜合題庫/
金庸等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數位出版, 11105 .-- 44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224-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 110 年
/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實 力 圖 書 ,
11104 .--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456-7-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土地法(概要)大意 3Point(首席版)/林
育智編著 .-- 第八版 .-- 臺北市 : 首席
文化, 11104 .-- 7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961-41-1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蔡志雄
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位文
化, 11104 .-- 4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64-317-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大柱子的生活數學專題: 六形七色板.
主題操作篇/許溪圳總編輯 .-- 新北
市 : 中華生活數學推廣學會, 11104 .- 40 面; 30X21 公分 .-- ISBN 978-98697772-1-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大學升了沒?: 18 學群與升學管道大
解密/三民生涯規劃編輯小組編著 .-二 版 .-- 臺 北 市 :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
11106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633-4 (平裝)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郵政外勤國文(測驗題
型+閱讀測驗)/儒宏編 .-- 十五版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 388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54-00-7 (平裝)
普遍級
中華郵政招考臺灣自然及人文地理/
李道信編 .-- 四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02-1 (平裝) 普遍級

不動產估價導論/陳善翔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首宇開發, 11104 .-- 40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366-2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內 外科護理 學考前 衝 刺/陳雅玲編
著 .-- 13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79-4 (平裝) NT$600 普遍級

不動產法規導論/陳善翔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首宇開發, 11104 .-- 42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366-3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公文與法學緒論/程湘, 張可編著 .-三 版 .-- 臺 北 市 :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
11105 .-- 4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69-7 (平裝)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人小法典/徐陌編著 .-- 九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5 .- 6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77-2 (平裝) 普遍級

公 司法測驗 解題全攻 略 /程律師編
著 .-- 11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4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82-4 (平裝) NT$450 普遍級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三民輔考
名師群編著 .-- 十一版 .-- 臺北市 : 三
民輔考資訊, 11105 .-- 536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124-72-7 (平裝)
普遍級

公司法題型破解/齊軒編著 .-- 十一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5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03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中 文 真 棒 (workbook). 1= Amazing
Chinese/叶绍苹, 陈立芬, 涂馨文, 谭咏
瑜, 魏黛薇编 .-- 再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105 .-- 144 面; 28 公分 .-ISBN 978-626-326-482-3 (平裝) 普遍
級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習作簿/三民國文
編輯小組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07-638-9 ( 上 冊 : 平 裝 ) .-- ISBN
978-626-307-639-6 (下冊:平裝) 普遍
級
中華郵政內勤人員考前速成(國文、
英文、企業管理大意、郵政三法大
97

公共政策圖說關聯記憶/高維奇著 .-二版 .-- 臺北市 : 知識達數位科技,
11105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691-5-2 (平裝) NT$400 普遍級
公共管理(概要)圖說關聯記憶/伊舒
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知識達數位
科技, 11105 .-- 3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691-6-9 (平裝) NT$480 普
遍級
公務人員招考人力資源管理/胡鼎華
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5 .-4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5403-8 (平裝)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公共管理
( 含 公 共 管 理 概 要 ))(102~110 年 試

題)(申論題型)/謝望民, 宏海, 高聞, 高
士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
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16-3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公共管理
概要)(102~110 年試題)(測驗題型)/謝
望民, 宏海, 高聞, 高士奇編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17-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地方自治
概要)(103~110 年試題)(測驗題型)/文
遠, 袁湘琴, 高聞, 高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219-4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地方政府
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103~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文遠, 袁湘琴, 高
聞, 高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
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18-7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租稅各
論)(100-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張天
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92-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管理概
要 )( 測 驗 題 型 ). 2022(102~110 年 試
題)/謝望民, 宏海, 高聞, 高士奇編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25-5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地方自治概
要 )( 測 驗 題 型 ). 2022(103~110 年 試
題)/文遠, 袁湘琴, 高聞, 高仲編著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26-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地方政府與政
治 ( 含 地 方 自 治 概 要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3~110 年試題)/文遠, 袁湘琴,
高聞, 高仲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24-8 ( 平 裝 )
NT$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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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11-8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租稅各
論)(100-110 年試題)(測驗題型)/張天
啟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98-2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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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12-5 (PDF) 普遍級

公 職 考 試 2022 試 題 大 補 帖 ( 商 事
法)(102-110 年試題)(申論題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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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97-5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
文 含 作 文 、 公 文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7-110 年試題)/王箏, 林聰, 李
華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2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01-9 (平裝) NT$260 限制級

公職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機械製造
學(含機械製造學概要))(104~110 年
試題) (申論題型)/莊伯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220-0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普通科目(國
文 含 作 文 、 公 文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7-110 年試題)/王箏, 林聰, 李
華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13-2 (PDF)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公共管理(含
公 共 管 理 概 要 ))( 申 論 題 型 ).
2022(102~110 年試題)/謝望民, 宏海,
高聞, 高士奇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2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23-1 ( 平 裝 )
NT$300 普遍級

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會計學(含會
計學概要))(申論題型). 2022(103~110
年試題)/Szarnya, 李揚, 陳峰, 張玉玲,
揚智, 蔡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7-221-7 ( 平 裝 )
NT$3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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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會計學(含會
計學概要))(測驗題型). 2022(103~110
年試題)/Szarnya, 李揚, 陳峰, 張玉玲,
揚智, 蔡琳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7-222-4 ( 平 裝 )
NT$54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設計群專一三合一完勝
對策. 2023 最新版/曾靖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 36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8-178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設計群專一設計概論完
勝對策. 2023 最新版/耿立虎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6 .-2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8188-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飲料實務. 2023 最新版/
張朠紹編著 .-- 3 版 .-- 新北市 : 全華
圖書, 11106 .-- 4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76-9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 數學 C 總複習講義/林
明翰, 林鴻鳴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科友, 11104 .-- 30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64-391-2 (平裝) 普遍級
升科大四技新焦點經濟學總複習/林
虹妙編著 .-- 7 版 .-- 新北市 : 東岱圖
書, 11104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372-5-9 (上冊:平裝) 普遍
級
升科大四技餐飲服務技術. 2023 最新
版/張朠紹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 11105 .-- 400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328-174-5 (平裝) 普遍
級
心理學聖經版第二版: 105-110 年補
充包/陳克強編著 .-- 第一版 .-- 臺南
市 : 擁抱成功工作室, 11103 .-- 4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012-1-2 (平
裝) NT$1700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庭務員(普通+
專業))(測驗題型). 2022(107~110 年試
題)/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林聰,
高士奇, 陳弘, 紫彤, 楊華, 廖國宏, 蔡
邑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28-6 (平裝) NT$360 普遍級
司法特考試題大補帖(錄事(普通+專
業))(測驗題型). 2022(107~110 年試
題)/Jacob Wu, 文翊, 文遠, 李華, 林聰,
高士奇, 陳弘, 紫彤, 楊華, 廖國宏, 蔡

邑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3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29-3 (平裝) NT$360 普遍級
司律第一試 七小科立大功. 2022: 極
重點整理+經典題演練/棋許, 武羿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
保成數位出版, 11104 .-- 52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7078-40-2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台電-法學諸論(大意). 111 版/程怡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4 .- 102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08-2 (平裝) NT$700 普遍級
四等外交行政人員: 行政組歷屆綜合
題庫/金庸等編著 .-- 第六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43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25-9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外勤國文/陳雲飛編著 .-- 五版 .-- 臺
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4 .-- 5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68-0 (平
裝) 普遍級
民事與刑事訴訟法小法典/三民名師
群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
資訊, 11105 .-- 5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7124-76-5 (平裝) 普遍級
民法債編. I/張志朋編著 .-- 20 版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6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93-0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民法債編. II/張志朋編著 .-- 20 版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88-6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民法概要(不動產)/羅揚編著 .-- 十一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5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73-4 (平裝) 普遍級
生活練習簿(教師用書). 1 上/康軒生
活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80-9 (平裝) 普遍
級
生活練習簿(教師用書). 2 上/康軒編
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87-8 (平裝) 普遍級
生活練習簿. 1 上/康軒生活編輯小組
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81-6 (平裝) 普遍級
生活練習簿. 2 上/康軒生活編輯小組
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86-1 (平裝) 普遍級
企業管理大意/畢斯尼斯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1-87-0 (PDF) 普遍級
全民英檢初級 1500+仿真試題: 閱讀/
唐錫聖, 張庭瑜, 吳思穎, 梁安廷, 李
秉儒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104 .-- 2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26-8 (平裝) 普遍級
全民英檢初級 1500+仿真試題: 聽力/
王芳瑜, 王昱人, 吳思穎, 陳玉婷作 .-初版 .-- 臺北市 : 佳音, 11104 .-- 1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448-9251 (平裝) 普遍級
全新!新制多益 TOEIC 口說題庫解析:
10 回實戰模擬試題,5 大題型回答技
巧,詳細解題說明,讓你掌握最新出題
趨 勢 / 李 旼 河 , SIWON SCHOOL
LANGUAGE LAB 著; 張芳綺譯 .-- 新
北市 : 國際學村,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54-217-8 (PDF) 普遍級
刑法(總則)-全彩心智圖表 5.0/陳介中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
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5 .-- 1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78-41-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刑法爭點解讀/旭律師編著 .-- 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7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83-1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刑法解題書/若思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波斯納, 11105 .-- 3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1-4-3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位出版, 11104 .-- 60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7078-38-9 ( 平 裝 )
NT$580 普遍級
自然科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3 上/楊
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寫 .-- 初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95-3 (平裝)
普遍級
自然科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4 上/楊
宗榮, 張淵菘, 林英杰編寫 .-- 初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97-7 (平裝)
普遍級
自然科學練習簿. 3 上/楊宗榮, 張淵
菘, 林英杰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96-0 (平裝) 普遍
級
自然科學練習簿. 4 上/楊宗榮, 張淵
菘, 林英杰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98-4 (平裝) 普遍
級
自然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5 上/康軒
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93-9 (平裝)
普遍級
自然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6 上/康軒
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94-6 (平裝)
普遍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教師用書). 5
上/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99-1 (平
裝) 普遍級

名師壓箱秘笈: 教育行政學精析/舒
懷編著 .-- 第四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
位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70-8 (PDF) 普遍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教師用書). 6
上/康軒自然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501-1 (平
裝) 普遍級

地政士- 4 power 土地登記/林育智編
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5 .-- 6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22-8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 5 上/康軒自
然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500-4 (平裝) 普遍
級

老師開講: 諮商與輔導/文睿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自然與生活科技練習簿. 6 上/康軒自
然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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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文教,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502-8 (平裝) 普遍
級
行政法解題書/文若, 赫蔓著 .-- 四
版 .-- 臺北市 : 波斯納, 11104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95821-36 (平裝) NT$580 普遍級
行 政 學 大 意 ( 公 職 五 等 )/ 黃 彥 勳 編
著 .-- 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5 .--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75-8 (平裝) 普遍級
行政學大意攻略/高凱編著 .-- 10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7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92-3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行政學大意解題一本通/高凱編著 .-七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5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90-9 (平裝) NT$580 普遍級
行政學秒速記憶/陳真編著 .-- 第八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38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23-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行銷學(行銷管理學)/馬可丁編 .-- 十
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76-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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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14-4 (PDF) 普遍級
我想來點!閱讀文白 120/劉姿吟, 楊棣
娟, 莊媚怡, 張珮娟, 陳卓欣, 林韋婷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5 .-- 19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673-2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易點通數學 B 總複習講
義/孫宏洋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6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20-4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易點通數學 C 總複習講
義/孫宏洋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6 .-- 30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21-1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英文職場多益(A 版). 第
五冊/吳秀蘭, 謝采芸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068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
(甲). 3/張巧安, 蘇崇華編著 .-- 二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76-3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統測搜查線數學 C 課後
練習本/林志強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4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0-18-7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色彩原
理= Color principles/呂建孟, 何旭憲
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育才國際文化,
11104 .-- 25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06562-7-5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維生數 B 總複習講義/黃
銘進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6 .-- 360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307-622-8 (平裝) 普遍
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色彩原
理= Principles of color/耿立虎編著 .-三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5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429-4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維生數 C 總複習講義/常
善評, 曾湧傑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393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23-5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習歷程檔案
究極外掛/喜德, 莎酷拉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謳馨, 11104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77-1-0 (平
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英文(A 版). 第
三冊/吳秀蘭, 康恩寧, 黃怡君, 楊慧君,
潘旻悧編著 .-- 三版 .-- 臺北市 : 弘雅
三民圖書, 11106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24-2 (平裝) 普遍
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土木與建築群工程
測量實習/林宏麟編著 .-- 初版 .-- 高
雄市 : 旭營文化出版社, 11104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707-13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 3/何淑貞,
陳克嫻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
民圖書, 11106 .-- 232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07-610-5 (平裝) 普遍
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文
型練習. 下冊/何啟華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豪風, 11104 .-- 16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421-5-4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日語讀
解入門練習. 下冊/蔡錦雀, 黃郁芳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豪風, 11104 .-176 面 ;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5421-4-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非選
手冊. 3= Sentence patterns & writing/陳
晉村, 李致瑩編著 .-- 二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680-0 (平裝)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習作
(A). 3/王文賢, 林麗英, 解佳蓉編著 .-二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8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679-4 (平
裝) NT$11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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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統測搜查
線數學 C 總複習講義詳解本/林志強
編 著 .-- 初 版 .-- 新 北 市 : 翔 宇 ,
11104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0-20-0 (平裝) NT$180 普遍級
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基
礎攻略講義詳解本. 一/吳部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翔宇, 11105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20-21-7 (平
裝) NT$50 普遍級
技術高中數學 B DEPL 專業學習診斷
評量範本/DEPL 檢測中心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4 .-11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426-3 (平裝) 普遍級
汽車考照完全手冊/世一文化編輯群
編 著 .-- 二 版 .-- 臺 南 市 : 世 一 ,
11105 .-- 16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3-058-6 (平裝) 普遍級
兩岸關係/蘇世岳編著 .-- 七版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75-6 (平裝)
NT$620 普遍級
卓越盃數學競賽試題精選. 1 年級/康
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2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09-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卓越盃數學競賽試題精選. 2 年級/康
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10-3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卓越盃數學競賽試題精選. 3 年級/康
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11-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卓越盃數學競賽試題精選. 4 年級/康
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12-7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卓越盃數學競賽試題精選. 5 年級/康
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1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13-4 (平裝)
NT$250 普遍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71-5 (PDF) 普遍級
法學大意(公職五等)/洪正, 劉力編
著 .-- 二十一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
資訊, 11104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67-3 (平裝) 普遍級
法學緒論(大意)關鍵命題焦點題庫
與解析/陳晟編著 .-- 第三版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4 .-- 51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10-5 (平
裝) NT$600 普遍級
泓觀稱霸中級會計學 110 年解題全
攻略/鄭泓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
點文化, 11105 .-- 320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34-100-5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玩具特攻隊/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 38 面; 25X23 公分 .-- ISBN
978-986-530-805-6 (平裝) 普遍級
知識圖解-公共管理. 112 版/郭雋編
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63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15-0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卓越盃數學競賽試題精選. 6 年級/康
軒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14-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知識圖解-新公共政策申論實戰出擊.
112 版/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5 .-- 602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323-214-3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卓越盃閱讀競賽試題精選. 3 年級/康
軒卓越盃命題團隊編寫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23-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知識圖解-新公共政策時事論解. 112
版: 75 個最新時事/郭雋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68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13-6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卓越盃閱讀競賽試題精選. 4 年級/康
軒卓越盃命題團隊編寫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24-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社會練習簿(教師用書). 3 上/康軒社
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55-7 (平裝) 普遍
級

卓越盃閱讀競賽試題精選. 5 年級/康
軒卓越盃命題團隊編寫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25-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社會練習簿(教師用書). 4 上/康軒社
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503-5 (平裝) 普遍
級

卓越盃閱讀競賽試題精選. 6 年級/康
軒卓越盃命題團隊編寫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7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26-4 (平裝)
NT$200 普遍級

社會練習簿(教師用書). 5 上/康軒社
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57-1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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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練習簿(教師用書). 6 上/康軒社
會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101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59-5 (平裝) 普遍
級
社會練習簿. 3 上/康軒社會編輯小組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X21 公分 .-- ISBN
978-626-326-456-4 (平裝) 普遍級
社會練習簿. 4 上/康軒社會編輯小組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504-2 (平裝) 普遍級
社會練習簿. 5 上/康軒社會編輯小組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58-8 (平裝) 普遍級
社會練習簿. 6 上/康軒社會編輯小組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60-1 (平裝) 普遍級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救
生競賽規則= ILS competition rulebook
2022 (Chinese translation)/姜茂勝, 許
金德翻譯 .-- 新北市 : 水上救生協會,
11106 .-- 16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6498-1-1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初入社會必修的職場英文單字/蔣志
榆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我視整合傳
播,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684-51-8 (PDF) 普遍級
初考(五等)地政<重點整理>必備套
書. 2023 年/許文昌, 林玉祥編著 .-- 臺
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4-102-9 ( 全 套 : 平 裝 )
NT$1080 普遍級
初考(五等)地政<解題書>必備套書.
2023 年/許文昌, 林玉祥編著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4-103-6 ( 全 套 : 平 裝 )
NT$1050 普遍級
初考五等行政學大意: 最新重點整理
/邱紀華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宏
典文化, 11104 .-- 752 面; 23 公分 .-ISBN 978-986-275-886-1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初等五等公文格式用語. 2023: 重點
整理 精選考題/吳金魁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82-3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初等五等行政學大意: 歷屆題庫完全
攻略/陳均編著 .-- 第十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84-7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初等五等法學大意. 2023: 重點整理+
精選考題/伍迪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
文化, 11105 .-- 7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93-9 (平裝) NT$620 普
遍級
初等五等國文. 2023: 重點整理 精選
考題/余訢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6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81-6 (平裝) NT$450 普遍級

金融科技知識/陳金知編 .-- 二版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1-88-7 (PDF) 普遍級

北市 : 松根, 11105 .-- 60 面; 25 公分 .- ISBN 978-626-95962-3-2 (平裝) 普遍
級

青春的 10 種練習: 屬於未來世代的
成長讀本/張玲瑜, 劉宸芳, 穆虹嵐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627-3 (平裝) 普遍級

政府採購法規(含概要)/胡劭安編 .-五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89-4 (PDF)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上/田潔編 .-- 第二版 .-- 桃園
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83-36-9 (平裝)
普遍級

流行病學. 112 版/王瑋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16-7 (平
裝) NT$650 普遍級
流轉時光: 古典小說選/徐倩如等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07-630-3 (平裝) 普遍級

初等五等國文. 2023: 歷屆題庫 完全
攻略/吳嶽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109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83-0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
義式評量. 4 上/田潔編 .-- 第三版 .-桃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39-0 (平
裝) 普遍級

初等五等最新公民. 2023: 重點整理
精選考題/畢成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104 .-- 7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91-5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上/余惠琪編 .-- 第三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42-0 (平裝)
普遍級

初等五等最新公民. 2023: 歷屆題庫
完全攻略/林沂作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104 .-- 83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92-2 (平裝) NT$450 普
遍級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上/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22-2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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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77-1 (PDF)
普遍級

初等考試/五等特考英文. 2022 版: 歷
屆題庫完全攻略/徐萍, 荑坊編著 .-第 12 版 .-- 新 北 市 : 宏 典 文 化 ,
11104 .-- 85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88-5 (平裝) NT$62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上/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23-9 (平
裝) 普遍級

英文測驗秒速記憶/顏弘, 顏國秉編
著 .-- 7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4 .-- 35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06-8 (平裝) NT$550 普遍級

初等考試/五等特考細說英文. 2022
版/拿芬, 簡捷編著 .-- 第 12 版 .-- 新
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4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87-8 (平裝)
NT$48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上/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28-4 (平
裝) 普遍級

英文學測官方試題. 103-111 學年度=
College entrance exams: the key to
success/希伯崙編輯團隊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希伯崙公司, 11105 .-冊 .-- ISBN 978-986-441-656-1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初等考試試題大補帖(國文)(測驗題
型). 2023(107~111 年初考試題)/李華,
林聰, 紫彤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4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7-227-9 ( 平 裝 )
NT$520 普遍級

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上/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29-1 (平
裝) 普遍級

英文題庫(公職三四等)/三民名師群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
訊, 11104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66-6 (平裝) 普遍級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最新重點
+試 題解析 速成總整 理 /柳威廷編
著 .-- 修訂第五版 .-- 新北市 : 宏典文
化, 11105 .-- 33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90-8 (平裝) NT$300 普
遍級

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
上/吳珍珠編 .-- 第二版 .-- 桃園市 : 良
品出版社, 11106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33-8 (平裝) 普遍
級
指甲彩繪初級繪圖攻略/TC 中華美
甲師技術認證協會編著 .-- 一版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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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顏. I/林明惠編著 .-- 三版 .-- 新北
市 : 科友, 11105 .-- 16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464-392-9 ( 平 裝 )
NT$411 普遍級
英文/劉保羅編著 .-- 18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70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95-4 ( 平 裝 )
NT$5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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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78-8 (PDF) 普遍級
食品加工(含實習)奪分寶典/劉厚蘭,
陳婉倩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字
復興, 11105 .-- 4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81-5-2 ( 下 冊 : 平 裝 )
NT$500 普遍級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947 (平裝) NT$580 普遍級

ISBN 978-626-323-219-8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家事事件法: 圖解攻略/龍律編 .-- 一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
位出版, 11104 .-- 488 面; 23 公分 .-ISBN 978-626-7078-37-2 ( 平 裝 )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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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72-2 (PDF) 普遍級

高普考稅務法規. 112 版/鄭漢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6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174 (平裝) NT$660 普遍級

徐氏頂標分科選修復習/徐清朗, 徐
上航, 徐漢宏編著 .-- 高雄市 : 光朗,
11104 .-- 2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89109-6-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財產法(含民事法綜合題)解題書/李
淑明編著 .-- 六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05 .-- 7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96-1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旅運經營學(含概要): 104~110 年高普
考及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
必勝編輯小組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黃怡雅, 11104 .-- 3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43-9993-2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破解一試: 民法歷屆試題體系精編/
齊律師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
文化, 11104 .-- 5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77-0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神拿滿級分: 英文學測總複習/孫至
娟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
圖書, 11106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632-7 (平裝) 普遍級
記帳士: 會計學概要/孫妙雪, 蔡瑞祥
編著 .-- 18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7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81-7 (平裝) NT$680 普遍級
記帳士必備套書. 2022 年/施敏, 孫妙
雪, 蔡瑞祥, 周愛娟, 尹宸編著 .-- 臺北
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4-101-2 ( 全 套 : 平 裝 )
NT$3060 普遍級
記帳士考試 記帳士考前 OK 啦. 111
版/蕭靖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5 .--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20-4 (平裝) 普遍級
記帳士套書. 2022 年/施敏, 孫妙雪, 蔡
瑞祥, 尹宸編著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626-334-0862 (全套:平裝) NT$3130 普遍級
記帳士專業科目歷屆試題詳解/施敏
編著 .-- 12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97-8 (平裝) NT$580 普遍級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周愛娟編著 .-- 17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544

高普考試會計學(含中級會計). 112
版/柏威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5 .-- 9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18-1 (平裝) NT$680 普
遍級

高中無敵講義. 物理/曲輔良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787 (平裝) 普遍級

高普考標竿會計學(含中會)申論&測
驗完全解析. 111 版/柏威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4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05-1 (平
裝) NT$660 普遍級

高中無敵講義. 選修數學乙. 上/葉子
榕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6 .-- 10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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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94-3-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高中漫畫異數學. 第四冊(4A), 空間
向量、空間中的平面與直線、機率、
矩陣/賴昱編著 .-- 臺北市 : 華逵文教
科技, 11104 .-- 3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48-141-5 (平裝) NT$380 普
遍級

動腦玩邏輯/永佳樂有限公司作 .-- 臺
北市 : 長頸鹿文化, 11106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94-4-9 (平裝)
普遍級

高中選修物理透析教學講義. I, 力學
一/張力升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
華圖書, 11104 .-- 224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328-146-2 (平裝) 普遍
級
高 考三 級反 應工 程聖 經 =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荷澄化學, 黃瑞翔
作 .-- 第 2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
育, 11104 .-- 1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1-20-5 (平裝) 普遍級
高 考三 級程 序工 業聖 經 =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荷澄化學, 黃瑞翔作 .- 第 2 版 .-- 臺中市 : 智遠文化教育,
11104 .-- 171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781-19-9 (平裝) 普遍級
高普考-4 power 土地登記/林育智編
著 .-- 第七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
版, 11105 .-- 66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21-1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高普考公共管理混合題庫-實戰出擊.
112 版/郭雋編著 .-- 臺北市 : 志光數
位出版, 11105 .-- 608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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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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99-9-1 (下冊:平裝) NT$275 普
遍級
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解答本/旗立財
經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
立資訊, 11105 .-- 冊 .-- ISBN 978-986385-304-6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385-305-3 (下冊:平裝) 普遍級
國小生活課堂練習(教師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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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2-669-5 (平裝) 普遍
級
國小社會課堂練習(教師用). 4 上/社
會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臺南市 : 翰林, 11107 .-- 3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77-0 (平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2 上/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臺南市 : 翰林, 11106 .-- 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86-2 (平裝)
普遍級

國小國語課堂練習(教師用). 3 上/語
文領域編輯小組編著 .-- 初版二刷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52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72-5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全攻略. 4 上/許世宏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06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3-054-8 (平
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素養「養」起來. 4 年級/韋
寶, 沈心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
一, 11106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3-060-9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1 上/數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59-6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2 上/數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63-3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3 上/數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60-2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5 上/數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61-9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課堂練習(教師用). 6 上/數
學領域編輯團隊編著 .-- 初版二刷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64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12-662-6 (平裝)
普遍級
國小數學總複習. 3 年級/許世宏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06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3055-5 (平裝) 普遍級
國中英語隨課練. 3(2 上)/詹麗馨, 俞
振舟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521-9 (平裝) NT$100 普
遍級
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焦點總
複習/高朋, 尚榜編著 .-- 第四版 .-- 新
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73-9 (PDF)
普遍級
國文統測模擬題本: 詳解本/詹美賢,
吳慧如, 邢淑芬編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翔宇,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7120-19-4 (平裝) 普遍
級
國文題庫(公職三四等)/三民名師群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
訊, 11104 .-- 44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65-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客語課本. 第八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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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79-6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第八冊(4 下)/
苗桂蓉, 張佑誠, 陳明德, 陳羿伶, 蔡
宜螢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202 .-- 1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78-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習作. 第八冊(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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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0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74-8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國語課本. 第八冊(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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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73-1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閩南語課本. 第八冊/王昭
華, 廖輝煌, 王秀容編寫委員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8 .-- 147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508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小學隨堂演練. 社會. 4 上/南一
社會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南一, 11104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0807-0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公民與社會練習本. 第三冊
(2 上)/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507-3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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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地理練習本. 第三冊(2 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05-9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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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30-806-3 (平裝) 普遍級
國民中學歷史練習本. 第三冊(2 上)/
社會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506-6 (平裝)
普遍級
國考材料力學重點暨題型解析/程中
鼎編著 .-- 4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71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087-9 (平裝) NT$7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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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57-9 (PDF) 普遍級
國語文題庫(教甄)/晁瑋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5 .-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78-9 (平裝) 普遍級
國語注音習寫簿. 首冊/胡曉菁執行
編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32-8 (平裝) 普遍級
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5 上/康軒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19-9 (平裝)
普遍級
國語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6 上/康軒
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20-5 (平裝)
普遍級
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2 上/王之穎,
林瑞淨執行編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23-6 (平裝) 普遍
級
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3 上/李禾鈺
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25-0 (平裝) 普遍級
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4 上/李禾鈺
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27-4 (平裝) 普遍級
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5 上/王之穎
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29-8 (平裝) 普遍級
國語語文習寫簿(乙本). 6 上/林瑞淨
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31-1 (平裝) 普遍級
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2 上/王之穎,
林瑞淨執行編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22-9 (平裝) 普遍
級
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3 上/李禾鈺
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24-3 (平裝) 普遍級
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4 上/李禾鈺
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26-7 (平裝) 普遍級
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5 上/王之穎
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28-1 (平裝) 普遍級
國語語文習寫簿(甲本). 6 上/林瑞淨
執行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30-4 (平裝) 普遍級
國語語文習寫簿. 1 上/李禾鈺, 林瑞
淨執行編輯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06 .-- 6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21-2 (平裝) 普遍級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1 上(含首冊)/
康軒國語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4 .-- 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33-5 (平裝)
普遍級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2 上/康軒國
語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35-9 (平裝) 普遍
級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3 上/康軒國
語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37-3 (平裝) 普遍
級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4 上/康軒國
語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39-7 (平裝) 普遍
級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5 上/康軒國
語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41-0 (平裝) 普遍
級
國語練習簿(教師用書). 6 上/康軒國
語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43-4 (平裝) 普遍
級
國語練習簿. 1 上(含首冊)/康軒國語
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106 .-- 44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34-2 (平裝) 普遍
級
國語練習簿. 2 上/康軒國語編輯小組
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36-6 (平裝) 普遍級
國語練習簿. 3 上/康軒國語編輯小組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38-0 (平裝) 普遍級
國語練習簿. 4 上/康軒國語編輯小組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40-3 (平裝) 普遍級
國語練習簿. 5 上/康軒國語編輯小組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42-7 (平裝) 普遍級

分 .-- ISBN 978-626-327-202-6 (PDF)
普遍級
國營事業 2022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
進職員(儀電類)共同+專業(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楊華, 林聰,
張鼎(胡建全), 張逸, 詹森, 劉強, 鄧茗
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96-8 (PDF) 普遍級
國 營事業考 試企業概 論 /畢斯尼斯
編 .-- 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6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95-5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經濟學(含概要)/平心
編 著 .-- 十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4 .-- 5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86-3 (平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考試管理學/管尚編 .-- 九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3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93-1 (平
裝) 普遍級
基礎醫學歷屆試題全解/郭熙編著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67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078-7 (平裝) NT$600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上/田潔編 .-- 第二版 .-- 桃園
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83-37-6 (平裝)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
義式評量. 4 上/田潔編 .-- 第三版 .-桃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40-6 (平
裝)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上/余惠琪編 .-- 第三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43-7 (平裝)
普遍級

國語練習簿. 6 上/康軒國語編輯小組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72-4 (平裝)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上/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24-6 (平
裝) 普遍級

國營事業 2022 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
進職員(化工製程類)共同+專業(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李華, 林聰, 林
隆, 栗絲, 楊華, 紫彤編著 .-- 一版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

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上/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25-3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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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上/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30-7 (平
裝)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上/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31-4 (平
裝) 普遍級
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
上/吳珍珠編 .-- 第二版 .-- 桃園市 : 良
品出版社, 11106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34-5 (平裝) 普遍
級
教案設計: 從教學法出發/任慶儀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12-0 (PDF)
NT$400 普遍級
現行考銓制度: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研
究途徑/常亮編著 .-- 4 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4 .-- 878 面; 24 公
分 .-- ISBN 978-626-323-226-6 (平裝)
NT$700 普遍級
貨幣銀行學(含概要)/平心編 .-- 十三
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1-84-9 (PDF)
普遍級
這是一本警察情境實務解題書/謝安,
張旭編著 .-- 七版 .-- 臺北市 : 讀享數
位文化, 11105 .-- 450 面; 23 公分 .-ISBN 978-957-464-318-9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透明的刑法解題書/張鏡榮(榮律師)
編著 .-- 八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6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99-2 (平裝) NT$650 普遍級
勝出!國文(短文寫作、閱讀測驗): 主
題式題庫+歷年試題/高朋, 尚榜編
著 .-- 第三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64-7 (PDF) 普遍級
普通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
體育領域健護學習歷程探究趣. 下/
吳俐蓉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4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35-4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自然科探究與實作. 主題
探究篇: 有聲有色玩探究/于宏燦, 于
小雅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6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14-7457-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文法句型 A++. 第三
冊/李永成, 楊曜璘等編著 .-- 初版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9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075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
物理授課指引. I, 力學一/蔡志申, 賴
文哲, 胡家瑒, 羅焜哲, 陳忠城, 蔡銘
賢, 顏宏聿編著; 傅祖怡主編 .-- 再
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5 .-- 40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33-41-5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習作. 第三冊/鄭旭
倫, 蘇文賢等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11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11-2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社會領域歷史授課
指引. 三/泰宇編輯群編著 .-- 初版 .-新北市 : 泰宇, 11105 .-- 445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7133-40-8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 第
三冊/陳雲釵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6 .-- 2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07-608-2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探究題本. 化學篇/
泰宇編輯部作 .-- 初版 .-- 新北市 : 泰
宇, 11104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36-1 (平裝) NT$50 普遍
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公民與社會. 第
三冊/張正昊, 饒玉屏作 .-- 三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17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25-9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探究題本. 生物篇/
楊美珠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4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37-8 (平裝) NT$50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地理. 第三冊/
林曉芬, 叢志偉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2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26-6 (平
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 第一冊/
李秉儒, 李子敏, 陳克明, 陳怡伶, 孔
令竹, 陳玠何, 黃倩鈺, 鄭資靜編著 .-二 版 .-- 臺 北 市 :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
11106 .-- 3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09-9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探究學習活動
手冊. III/陳其威, 陳智勝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5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07634-1 (平裝) 普遍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實驗活動手冊. I, 物質與能
量/黃業建, 王瓊蘭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翰林,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675-6 (平裝)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SUPER)公民與社會
教學講義(乙版). 3/胡湘珍, 鐘宏, 司
乃爾, 林蒤奈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龍騰文化, 11104 .-- 1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19-233-4 ( 平 裝 )
NT$275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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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級中學探究題本. 地球科學
篇/王尊信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
宇, 11104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38-5 (平裝) NT$50 普遍
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探究題本. 物理篇/
黃信雄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泰宇,
11105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33-39-2 (平裝) NT$50 普遍級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
環境/劉麗純, 許瑋琇, 何玉婷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7 .-2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8171-4 (平裝) 普遍級
結構動力學重點暨題型解析/洪達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26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84-8 (平裝) NT$380 普遍級
超級犯規!國文高分關鍵的七堂課看
這本就夠了/李宜藍編著 .-- 第九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58-6 (PDF)
普遍級
郵政三法大意及洗錢防制法大意(內
勤)/胡劭安編 .-- 二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92-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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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82-1 (PDF) 普遍級
郵政法規大意及交通安全常識/尹力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志光數位
出版, 11104 .-- 544 面; 24 公分 .-- ISBN
978-626-323-209-9 (平裝) NT$550 普
遍級

新日檢單字大補帖: JLPT N3 單字全
收錄/青葉政宗作; 張靜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我視整合傳播,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684-50-1
(PDF) 普遍級

新挑戰國小生活學習評量. 2 上/丁思
與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2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26-483-0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新主題式國語文歷屆試題解析/楊昕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52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91-6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新挑戰國小國語學習評量. 2 上/國語
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
軒文教, 11106 .-- 112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326-470-0 ( 平 裝 )
NT$210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小自然科學學
習自修. 4 上/陳淑苾, 羅以靖編寫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16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488-5 (平裝)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小學習自修. 國語. 2 上/鄒
敦怜, 張慈麟, 王美玲, 劉毓婷, 林麗
麗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383-3 (平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小自然科學學
習評量. 4 上/彭文萱編寫 .-- 初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89-2 (平
裝) NT$210 普遍級

新挑戰國小學習自修. 數學. 2 上/數
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12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393-2 (平裝)
NT$490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生物 B 升學寶典/呂
春森, 呂宜倩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19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523-438-6 (平裝)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小國語學習自
修. 4 上/鄒敦怜, 林麗麗, 王美玲, 游
慧玲, 劉毓婷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382-6 ( 平 裝 )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小學習評量. 數學. 2 上/數
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2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394-9 (平裝)
NT$210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引擎原
理與實習升學寶典/黃旺根, 羅仲修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4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33-1 (平裝)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小國語學習評
量. 4 上/國語編輯小組 .-- 初版 .-- 新
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71-7 (平裝)
NT$210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底盤原
理與實習升學寶典/黃旺根, 羅仲修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34-8 (平裝)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小數學麻辣講
義. 4 上/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779 (平裝) NT$250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電工
機械升學寶典/黃銘, 陳文彥編著 .-二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3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36-2 (平裝) 普遍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小數學學習自
修. 4 上/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0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4755 (平裝) NT$490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數學 A 升學跨越講
義/巫曉芸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105 .-- 2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35-5 (平裝) 普遍
級

新挑戰十二年國教國小數學學習評
量. 4 上/數學科編輯小組編寫 .-- 初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762 (平裝) NT$210 普遍級

新一代科大四技機械群機械製圖實
習升學寶典/謝士渠編著 .-- 二版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6 .-- 3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37-9 (平
裝) 普遍級

新挑戰公民與社會百試達. 3(2 上)/楊
介仁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50-2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郵政英文/王文充編 .-- 十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91-7 (PDF) 普遍級
郵政專家陳金城老師開講: 郵政三法
大意/陳金城編著 .-- 第五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74-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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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75-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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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挑戰國中公民與社會新命題焦點.
3(2 上)/陳亞卉, 黃莉雯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51-9 (平
裝) NT$160 普遍級
新 挑戰 國中公 民與 社會學習 講義 .
3(2 上)/柯怡禎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1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47-2 (平裝)
NT$195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地理百試達. 3(2 上)/李晏,
陳啟仁, 陳真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326-448-9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地理新命題焦點. 3(2 上)/
陳冠臻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
文教, 11106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53-3 (平裝) NT$160 普
遍級
新挑戰國中地理學習講義. 3(2 上)/楊
婕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45-8 (平裝) NT$195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百試達. 3(2 上)/
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0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326-389-5 (平裝)
NT$180 普遍級

康軒文教, 11106 .-- 1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03-8 ( 平 裝 )
NT$34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麻辣講義. 3(2
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91-8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聽力大耳朵. 第三冊
(2 上)= Listening test/康軒編輯小組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07-6 (平裝) NT$140 普遍級

新 挑戰 國中自 然科 學新命題 焦點 .
3(2 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6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925 (平裝) NT$27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國文百試達. 3(2 上)/潘振
宏, 歐子晴, 鍾瑗, 孫妙佩, 宋儒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85-7 (平裝) NT$18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自修. 3(2
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88-8 (平
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國文新命題焦點. 3(2 上)/
王玉芬, 顏婉玲, 劉怡君, 吳美珠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87-1 (平裝) NT$27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自然科學學習講義. 3(2
上)/自然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90-1 (平
裝) NT$37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自修. 3(2 上)/顏
婉玲, 熊瑞英, 潘振宏, 高子翱編著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3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84-0 (平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社會學習自修. 3(2 上)/郭
毅, 陳怡靜, 于寒江, 木宣, 韓均君編
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44-1 (平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國文學習講義. 3(2 上)/王
韻澄, 莊安安, 張元慶, 吳美珠編著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28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386-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麻辣講義. 3(2 上)/俞
振舟, 吳宜蓁, 廖莉雅編著 .-- 再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02-1 (平
裝)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數學百試達. 3(2 上)/數學
科編輯小組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62-5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新命題焦點. 3(2 上)/
李德彰, 詹麗馨, 李欣蓉編著 .-- 再
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045 (平裝) NT$27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數學麻辣講義. 3(2 上)/蕭
偉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64-9 (平裝) NT$3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新挑戰百試達. 3(2
上)/吳宜蓁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06-9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自修. 3(2 上)/陳
傳興, 林宛瑩, 王秋萍編著 .-- 再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29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05-2 (平
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英語學習講義. 3(2 上)/林
意苹, 吳宜蓁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新挑戰國中數學新命題焦點. 3(2 上)/
馮梵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65-6 (平裝) NT$270 普
遍級
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自修. 3(2 上)/楊
國政, 溫慧心, 郭穎麗編著 .-- 再版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61-8 (平
裝) NT$49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數學學習講義. 3(2 上)/林
信宏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
教, 11106 .-- 216 面; 30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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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626-326-463-2 (平裝) NT$340 普
遍級
新挑戰國中歷史百試達. 3(2 上)/康妮
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49-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歷史新命題焦點. 3(2 上)/
江芸萱, 蔣昕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88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326-452-6 ( 平 裝 )
NT$160 普遍級
新挑戰國中歷史學習講義. 3(2 上)/莊
欣蕙, 徐煜翔編著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6-446-5 ( 平 裝 )
NT$195 普遍級
新時代丙級工業配線學術科研讀範
本/劉生武, 葉佳興, 王清崧, 楊瑞良,
顏嘉良編著 .-- 十四版 .-- 新北市 : 台
科大圖書, 11105 .-- 256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523-441-6 (平裝) 普遍
級
新時代丙級中餐烹調(葷食)學術科
研讀範本: 含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共
同學科題庫/羅明庚, Lisa 編著 .-- 四
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圖書, 11104 .-2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23428-7 (平裝) 普遍級
新時代丙級烘焙食品學科題庫工作
項目解析: 含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共
同學科題庫/黃安娜, 李夢萍, 林宏周,
戴佩珍著 .-- 五版 .-- 新北市 : 台科大
圖書, 11104 .-- 14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3-427-0 (平裝) 普遍級
新無敵自修. 數學. 3/林錦榮編著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6 .-- 3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6749 (平裝) NT$480 普遍級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教師用).
3/周芸榛, 王佳蓉編著 .-- 初版 .-- 臺
南市 : 翰林,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83-1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新無敵試題寶典. 社會.公民. 3/周芸
榛, 王佳蓉編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6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84-8 (平裝) NT$130 普
遍級
新譯四書讀本綜合評鑑/江婉玲, 林
月貞, 張椿汸, 劉慧芳作 .-- 二版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1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07-629-7 (平
裝) 普遍級
會計師標竿會計學(含中會)申論&測
驗完全解析. 111 版/柏威編著 .-- 臺北
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4 .-- 62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04-4 (平
裝) NT$660 普遍級
會計審計法規/全道豐編 .-- 四版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1-85-6 (PDF) 普遍級
會計審計法規.採購法/王上達編著 .-三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67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74-9 (平裝) NT$620 普遍級
會計審計法規大意/王上達編著 .-- 25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576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763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會計學大意精選/孫妙雪, 蔡瑞祥編
著 .-- 20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98-5 (平裝) NT$550 普遍級
經濟學滿分總複習解答本/旗立財經
研究室編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
資訊, 11105 .-- 冊 .-- ISBN 978-986385-306-0 (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385-307-7 (下冊:平裝) 普遍級
詩詞精選/學萌教育工作室編寫 .-- 新
北市 : 捷英社文教, 11105 .-- 冊 .-ISBN 978-626-95115-0-1 (第 1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626-95115-1-8 (第
2 冊:平裝) NT$150 .-- ISBN 978-62695115-2-5 (第 3 冊:平裝) NT$150 普遍
級
跟著 G20 遊世界/鄧俐俐, 三民公民
編輯小組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6 .-- 1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31-0 (平裝)
普遍級
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規/程湘, 正
雨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
資訊, 11105 .-- 4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70-3 (平裝) 普遍級
農田灌溉排水概要/程林編 .-- 七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1-79-5 (PDF) 普遍級
農業概論/任瑞書編 .-- 四版 .-- 臺北
市 : 鼎文,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80-1 (PDF) 普遍級

圖解式法典: 民法(總則.債.物權)/徐
律師編著 .-- 10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
化, 11104 .-- 5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34-089-3 (平裝) NT$580 普
遍級
圖解社會工作管理/陳思緯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787-1 (PDF)
普遍級
圖解單元操作/吳永富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774-1 (PDF) 普遍級
實務最前線行政法/霸告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5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075 (平裝) NT$2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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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7-195-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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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194-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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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7-193-7 (PDF) 普遍級
甄戰大學: 決戰新課綱(外語學群)/甄
戰學習顧問師資編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7-206-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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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7-200-2 (PDF) 普遍級
監獄行刑法概要/墨羲編著 .-- 五版 .- 臺北市 : 三民輔考資訊, 11105 .-48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471-0 (平裝) 普遍級
監獄學(含概要)系統整理/高昇編
著 .-- 第七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76-0 (PDF) 普遍級
綜合法學(一)(二)第一試模擬 Q&A/
保成名師聯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志
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11104 .-109

5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07839-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輕量級學測國寫: 十大單元輕鬆破解
/白白老師編著 .-- 第一版 .-- 新北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7-077-7 (PDF) 普遍級
銀行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綜合科
目)(109-110 年試題)(測驗題型)/王達
昌, 陳弘, 揚智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7-203-3 (PDF) 普遍級
銀行考試試題大補帖(綜合科目)(測
驗題型). 2022(109~110 年試題)/王達
昌, 陳弘, 揚智編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36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626-327-204-0 (平裝)
NT$400 普遍級
銀行招考票據法(含概要)/趙朗編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825 (平裝) 普遍級
銀行招考銀行法(概要)與洗錢防制
法規/金道亨編 .-- 十版 .-- 臺北市 : 鼎
文, 11104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83-2 (平裝) 普遍級
銀 行招考銀 行英文精 析攻略 / 郭靖
編 .-- 九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66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2197-9 (平裝) 普遍級
銀行法(概要)與洗錢防制法規/金道
亨 編 .-- 十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90-0 (PDF) 普遍級
數位科技概論&數位科技應用滿分
總 複習解 答本 / 旗立資訊研究室編
著 .-- 再版 .-- 臺北市 : 旗立資訊,
11105 .-- 6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385-303-9 (平裝) 普遍級
數位科技概論高分祕笈總複習/啟芳
資訊研究室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啟芳, 11105 .-- 3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699-8-4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數理邏輯分析(含邏輯推理)/司馬明
編 .-- 十 二 版 .-- 臺 北 市 : 鼎 文 ,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81-8 (PDF) 普遍級
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1 上/康軒
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01-4 (平裝)
普遍級

ISBN 978-626-326-466-3 (平裝) 普遍
級

11105 .-- 1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67-1 (平裝) 普遍級

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2 上/康軒
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09-0 (平裝)
普遍級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6 上/康軒數
學編輯小組編寫 .-- 三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69-4 (平裝) 普遍
級

機車考照完全手冊/世一文化編輯群
編 著 .-- 二 版 .-- 臺 南 市 : 世 一 ,
11105 .-- 21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3-056-2 (32K 平裝) .-- ISBN 978626-313-057-9 (25K 平裝) 普遍級

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3 上/康軒
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10-6 (平裝)
普遍級

數學練習簿. 1 上/康軒數學編輯小組
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95-6 (平裝)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上/田潔編 .-- 第二版 .-- 桃園
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8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626-7083-35-2 (平裝)
普遍級

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5 上/康軒
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11-3 (平裝)
普遍級
數學重點複習(教師用書). 6 上/康軒
數學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
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626-326-412-0 (平裝)
普遍級
數學重點複習. 2 上/康軒數學編輯小
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64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326-408-3 (平裝) 普遍級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1 上/康軒數
學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396-3 (平裝) 普遍
級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2 上/康軒數
學編輯小組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398-7 (平裝) 普遍
級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3 上/康軒數
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00-7 (平裝) 普遍
級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4 上/康軒數
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26-479-3 (平裝) 普遍
級
數學練習簿(教師用書). 5 上/康軒數
學編輯小組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數學練習簿. 2 上/康軒數學編輯小組
編寫 .-- 再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97-0 (平裝) 普遍級
數學練習簿. 3 上/康軒數學編輯小組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399-4 (平裝) 普遍級
數學練習簿. 4 上/康軒數學編輯小組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78-6 (平裝) 普遍級
數學練習簿. 5 上/康軒數學編輯小組
編寫 .-- 初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67-0 (平裝) 普遍級
數學練習簿. 6 上/康軒數學編輯小組
編寫 .-- 三版 .-- 新北市 : 康軒文教,
11106 .-- 4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6-468-7 (平裝) 普遍級
閱讀航線: 現代小說選/李明慈等編
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6 .-- 16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07-628-0 (平裝) 普遍級
憲法一本通/宣律師編著 .-- 八版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5 .-- 5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104-3 (平
裝) NT$550 普遍級
憲法實務與學說對話解題書/嶺律師
編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5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34-080-0 (平裝) NT$550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英語(教師用). 5-6 冊/
胡淑芳著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12-666-4 (平裝) 普遍級
橘子複習講義. 英語. 5~6 冊/胡淑芳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0

翰老師命題自然科學安親班專用講
義式評量. 4 上/田潔編 .-- 第三版 .-桃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38-3 (平
裝)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上/余惠琪編 .-- 第三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9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41-3 (平裝)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上/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20-8 (平
裝)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上/鄭愛妮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21-5 (平
裝)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2 上/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26-0 (平
裝)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
評量. 4 上/鄧安琪編 .-- 第二版 .-- 桃
園市 : 良品出版社,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27-7 (平
裝) 普遍級
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 4
上/吳珍珠編 .-- 第二版 .-- 桃園市 : 良
品出版社, 11106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3-32-1 (平裝) 普遍
級
輸配電學(概要). 111 版/程金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4 .-- 59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075 (平裝) NT$630 普遍級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892 (平裝) NT$450 普遍級

ISBN 978-957-43-9990-1 ( 平 裝 )
NT$650 普遍級

舉證責任/陳聰富, 吳從周, 許士宦, 沈
冠伶, 劉明生, 張倍齊著 .-- 三版 .-- 臺
北市 : 元照, 11105 .-- 2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15-3 (第 2 冊:平
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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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79-1 (PDF) 普遍級

觀光英語: 101~110 年高考及地方特
考三等歷屆試題及模擬題精解/必勝
編輯小組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黃怡
雅, 11104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992-5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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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78-4 (PDF) 普遍級
職業駕駛人筆試題庫: 機械常識/邱
鼎鈞編撰 .-- 彰化縣 : 民光駕訓班,
11105 .-- 3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73-0-3 (平裝) 普遍級
職業駕駛考照完全手冊/世一文化編
輯群編著 .-- 二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05 .-- 18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3-059-3 (平裝) 普遍級
醫學與護膚/戴國峯編著 .-- 初版 .-花蓮縣 : 戴國峯,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01-0006-3 (PDF) 普遍級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I, 臨床血液學與
血庫學/陳連城, 康情編著 .-- 五版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68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085-5 (平
裝) NT$680 普遍級

警專英文有意思. 112 版/郭立編著 .-臺北市 : 志光數位出版, 11105 .-- 69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23-2129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贏戰: 高中數學 A 學測搶分寶典/陳
榮輝, 鄭仁峯, 韋秉中, 黃俊彥編著 .-再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2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49-3 (平裝) 普遍級
躍讀-英語 ASK 素養閱讀/Annie Chan
編 著 .-- 初 版 .-- 臺 南 市 : 翰 林 ,
11105 .-- 16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2-681-7 (平裝) NT$240 普遍級
躍 讀 - 英 語 ASK 素 養 閱 讀 ( 教 師
用)/Annie Chan 編著 .-- 初版 .-- 臺南
市 : 翰林, 11105 .-- 168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12-682-4 ( 平 裝 )
NT$240 普遍級
讀霸會考閱讀策略: 單題語文素養/
陳嘉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螢火蟲,
11106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424-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醫檢師國考題詳解. IV, 生物化學與
臨床生化學/陳連城, 康情編著 .-- 五
版 .-- 臺北市 : 高點文化, 11104 .-- 58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4-073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讀霸會考閱讀策略: 題組跨領域語文
素養/陳嘉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螢
火蟲, 11106 .-- 20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52-425-9 (平裝) NT$350 普
遍級

題型破解行政法/周董, 周凌編著 .-13 版 .-- 臺北市 : 新學林, 11104 .-- 584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526-2006 (平裝) NT$710 普遍級

觀光日語: 101~110 年高考及地方特
考三等歷屆試題及模擬題精解/必勝
編輯小組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黃怡
雅, 11104 .-- 123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029-2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4 文
法/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初
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61-0-5
(EPUB) 普遍級
證券分析師. 2022 版: 投資學: 重點整
理+精選考題/葉倫編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4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275-885-4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證券分析師. 2022 版: 總體經濟與金
融市場: 重點整理+精選考題/葉倫編
著 .-- 新北市 : 宏典文化, 11104 .-- 512

觀光行政與法規(含概要): 104~110 年
高普考及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
精解/必勝編輯小組作 .-- 二版 .-- 新
北市 : 黃怡雅, 11104 .-- 350 面; 23 公
分 .-- ISBN 978-957-43-9991-8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觀光行銷學(含概要): 104~110 年高普
考及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
必勝編輯小組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黃怡雅, 11104 .-- 350 面; 23 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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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資源規劃: 104~110 年高考及地
方特考三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編輯
小組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黃怡雅,
11104 .-- 1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995-6 (平裝) NT$650 普遍級
觀光學(含概要): 104~110 年高普考及
地方特考三四等歷屆試題精解/必勝
編輯小組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黃怡
雅, 11104 .-- 25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43-9994-9 (平裝) NT$650 普
遍級
ドリル&ドリル日本語能力試験 N5
文字.語彙/文法/読解/聴解/星野惠子,
辻 和 子 著 .-- 新 北 市 : 尚 昂 文 化 ,
11105 .-- 17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03-1-6 (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
NT$300 普遍級

兒童讀物
*A coffee adventure/authors Chi, L. C.,
Tang, E., Zhang, W. R., Qiu, Y. J., Luo,
Y. J.; illustrators Yan, C.X., Ye, J.Y. .-first edition .-- 臺 北 市 : 國匠 科 技 ,
11106 .-- 27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38-7-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A tour of the Jianguo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authors Chi, L. C.,
Tang, M., Xie, T. L., Lai, Y. H., Chiu, T.
Y.; illustrator Ma, Y. Z.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國匠科技, 11104 .-- 2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38-8-1 (平
裝) NT$300 普遍級
A trilogy of believing: Teardrop of the
sun/玨曦 Jayce Chang 圖.文 .-- First
published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22-9-9 (PDF) 普遍級
ABC/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四版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24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7071-82-3 (精裝)
NT$160 普遍級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fireflies/ .-- 高 雄 市 : 美 樂 蒂 文 教 ,
11104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56-8 (平裝) 普遍級
Altar of the loyalty and bravery
temple/rewritten and translated by
Allison Chia-Yi Li; illustrated by DaCheng Elementary School .-- 1st ed.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22-6-8 (PDF)
NT$800 普遍級
Bumblebee: playing with sounds/賴國宜
企畫; June Chen 撰寫; 崔麗君繪圖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冊 .-- ISBN 978-986-161-692-6 (第 1 冊:
精裝) .-- ISBN 978-986-161-693-3 (第 2
冊:精裝) 普遍級
Harmony dish flower/written &
translated by Allison Chia Yi Li;
illustrated and edited by Da-Cheng
Elementary School .-- 1st ed.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622-8-2 (PDF) NT$700
普遍級
I like. book 5/Fu, Yi-Hsuan .-- 新北市 :
奧森文化, 11105 .-- 78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95191-2-5 (平裝) 普遍
級
Kangaroo. 1, hello/賴國宜, 張麗雪, 溫
碧珠企畫; 湯姆牛, 崔麗君, 郝洛玟,
楊雅惠, 何耘之, 李瑾倫, 劉貞秀, 邱
千容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
金, 11105 .-- 32 面; 24X23 公分 .-ISBN 978-986-161-686-5 ( 精 裝 )
NT$360 普遍級
Kangaroo. 2, good morning/賴國宜, 張
麗雪, 溫碧珠企畫; 湯姆牛, 崔麗君,
郝洛玟, 楊雅惠, 何耘之, 李瑾倫, 劉
貞秀, 邱千容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32 面; 24X23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87-2 (精裝)
NT$360 普遍級
Kangaroo. 3, how are you?/賴國宜, 張
麗雪, 溫碧珠企畫; 湯姆牛, 崔麗君,
郝洛玟, 楊雅惠, 何耘之, 李瑾倫, 劉
貞秀, 邱千容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32 面; 24X23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88-9 (精裝)
NT$360 普遍級
Kangaroo. 4, it's delicious/賴國宜, 張麗
雪, 溫碧珠企畫; 湯姆牛, 崔麗君, 郝

洛玟, 楊雅惠, 何耘之, 李瑾倫, 劉貞
秀, 邱千容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32 面; 24X23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89-6 (精裝)
NT$360 普遍級
Kangaroo. 5, no problem/賴國宜, 張麗
雪, 溫碧珠企畫; 湯姆牛, 崔麗君, 郝
洛玟, 楊雅惠, 何耘之, 李瑾倫, 劉貞
秀, 邱千容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32 面; 24X23 公
分 .-- ISBN 978-986-161-690-2 (精裝)
NT$360 普遍級
Kangaroo. 6, follow me/賴國宜, 張麗雪,
溫碧珠企畫; 湯姆牛, 崔麗君, 郝洛玟,
楊雅惠, 何耘之, 李瑾倫, 劉貞秀, 邱
千容繪圖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
金, 11105 .-- 32 面; 24X23 公分 .-ISBN 978-986-161-691-9 ( 精 裝 )
NT$360 普遍級
Listen! 找 到 了 ! 忙 碌 的 一 天 /North
Parade 作; Jayne Schofield 插圖; 廖佳
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6 .-- 10 面; 36 公分 .-- ISBN 978626-7013-95-3 (精裝) NT$680 普遍級
Never guji 豬豬搔搔癢!/Sam Taplin 作;
Ana Larrañaga 插圖; 廖佳儀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6 .-- 1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013-908 (精裝) NT$600 普遍級
Party time/by Beat Eisele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凱撒琳, 11105 .-- 16
面; 20X21 公分 .-- ISBN 978-957-506250-7 (平裝) 普遍級
Sailor susie series: adventure on green
island/written Chia-Yi Li .-- First
published .-- 臺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79-0-7 (PDF) 普遍級
Steam reader: Frankenstein/the blue
whale/ .-- 高 雄 市 : 美 樂 蒂 文 教 ,
11104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52-0 (平裝) 普遍級
Steam reader: my father's dragon/fruits/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4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48-3 (平
裝) 普遍級
Steam reader: the secret garden/dogs/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4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46-9 (平
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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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reader: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desert/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4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50-6 (平裝) 普遍級
Steam reader: treasure island/plants/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4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53-7 (平
裝) 普遍級
The adventures of buster bear: gravity/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4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55-1 (平
裝) 普遍級
*The bee brothers/authors Chi, L. C.,
Tang, E., Guo, C. Y., Ho, S. L., Zhung,
H. Y.; illustrator Tang, W. Y.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國匠科技, 11104 .- 2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38-9-8 (平裝) NT$300 普遍級
The classic food story/賴國宜, 張麗雪
文; 陳致元, 何耘之, 林小杯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44
面; 24X23 公分 .-- ISBN 978-986-161683-4 (精裝) NT$360 普遍級
The classic wolf story/賴國宜, 張麗雪,
June Chen 文; 陳致元, 何耘之, 嚴凱信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44 面; 24X23 公分 .-- ISBN
978-986-161-682-7 (精裝) NT$360 普
遍級
The ice-racers of Triton/by Herbert
Puchta, Gavin Biggs; illustrator Lorenzo
Sabbatini .-- 臺北市 : 敦煌, 11104 .-- 36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57-606973-4 (平裝) 普遍級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bridges/ .-- 高
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4 .-- 2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57-5 (平裝)
普遍級
Tiffany's visit to Tainan traditional
markets/written by Allison Chia Yi Li;
illustrated by Yue Miao .-- 1st ed. .-- 臺
北市 : 冠唐國際圖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22-7-5 (PDF)
NT$600 普遍級
*Turtle and rabbit's experience at the
Happy Moo Ranch/authors Chi, L. C.,
Tang, M., Lin, M. H., Chuang, W.L., Lin,
Y. K.; illustrator Li, Z. W.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國匠科技, 11106 .- 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62-0-7 (平裝) NT$300 普遍級

*Vito's historical trip/authors Chi, L. C.,
Tang, E., Tsai, C. H., Chen, Y. X., Chen,
Y. P.; illustrator Liao, P. H.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國匠科技, 11105 .- 25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62-1-4 (平裝) NT$300 普遍級

分 .-- ISBN 978-626-7069-70-7 (PDF)
普遍級

人體祕密探險/崔達秀作 .-- 二版 .-新北市 : 人類, 11104 .-- 32 面; 34 公
分 .-- ISBN 978-626-7071-72-4 (精裝)
NT$430 普遍級

十二生肖慶功宴/洪佳如文; 堤亞 WU
圖 .-- 初版 .-- 桃園市 : 鼎豐益科技,
11104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97-2-1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儿童知识通: 简笔画小百科/幼福编
辑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51-1 (平裝) 普遍級

下雨書店的降雨者/日向理惠子著;
吉田尚令繪; 林佩瑾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小麥田,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00-60-1 (EPUB) 普遍
級

儿童知识通: 动物小百科/幼福编辑
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46-7 (平裝) 普遍級
儿童知识通: 人体小百科/幼福编辑
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50-4 (平裝) 普遍級
儿童知识通: 天文小百科/幼福编辑
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47-4 (平裝) 普遍級
儿童知识通: 地球小百科/幼福编辑
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48-1 (平裝) 普遍級
儿童知识通: 知识小百科/幼福编辑
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7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52-8 (平裝) 普遍級
儿童知识通: 科学小百科/幼福编辑
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6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49-8 (平裝) 普遍級
儿童知识通: 恐龙小百科/幼福编辑
部编著 .-- 新北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5 .-- 22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45-0 (平裝) 普遍級
力爭上游/楊和儒, 黃柏原, 陳志森, 黃
仲聖文本.繪畫創作 .-- 臺南市 : 臺南
市立柳營國中, 11104 .-- 3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11-1 (平
裝) .-- ISBN 978-986-0701-12-8 (精裝)
普遍級
十二生肖之歌/洪福田作 .-- 二版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106 .-- 面; 公

十二生肖之歌/洪福田作 .-- 二版 .-新北市 : 字畝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9-71-4 (EPUB)
普遍級

大海的心事= Listen to the ocean deep/
種籽設計文字; 劉明興, 廖健雄, 林宏
隆, 董盈穎, 陳盈錦執行編輯 .-- 初
版 .-- 臺中市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105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32-579-4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大 馬 和 小 老 鼠 : 對 比 認 知 /Liesbet
Slegers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
活文創, 11107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86-0725-78-0 (精裝) 普遍
級
小 5 佇鹿講/臺北市實驗國民小學 106
逐峰班全體同學文字.插圖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北市和平實驗國小,
11104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144-09-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小小手指走迷宮/北京小紅花圖書工
作室著. 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106 .-- 冊 .-- ISBN 978-986-223-7434 (全套:精裝) 普遍級
小小手指走迷宮. 1, 多彩的生活/北
京小紅花圖書工作室著.繪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6 .-- 1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23-739-7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小小手指走迷宮. 2, 可愛的動物/北
京小紅花圖書工作室著.繪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6 .-- 1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23-740-3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小小手指走迷宮. 3, 奇妙的自然/北
京小紅花圖書工作室著.繪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6 .-- 1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23-741-0 (精裝)
NT$2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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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手指走迷宮. 4, 神秘的探險/北
京小紅花圖書工作室著.繪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6 .-- 14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23-742-7 (精裝)
NT$250 普遍級
小小書蟲俱樂部: 來聊聊天氣吧!(中
英雙語點讀版)/Emmy Kastner 作.插畫;
廖 佳 儀 譯 .-- 新 北 市 : 禾 流 文 創 ,
11104 .-- 24 面; 24X24 公分 .-- ISBN
978-626-7013-86-1 (精裝) 普遍級
小小書蟲俱樂部: 來聊聊太空吧!(中
英雙語點讀版)/Emmy Kastner 作.插畫;
廖佳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
創, 11104 .-- 24 面; 24X24 公分 .-ISBN 978-626-7013-87-8 (精裝) 普遍
級
小小書蟲俱樂部: 來聊聊交通工具
吧!(中英雙語點讀版)/Emmy Kastner
作.插畫; 廖佳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4 .-- 24 面; 24X24 公
分 .-- ISBN 978-626-7013-88-5 (精裝)
普遍級
小小書蟲俱樂部: 來聊聊海洋吧!(中
英雙語點讀版)/Emmy Kastner 作.插畫;
廖佳儀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
創, 11104 .-- 24 面; 24X24 公分 .-ISBN 978-626-7013-85-4 (精裝) 普遍
級
小朋友認識錢/費鴻泰, 王怡心作 .-臺北市 : 怡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0-1-4 (PDF) 普遍級
小紳士、小淑女的法寶/楊惠君執行
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1105 .-冊 .-- ISBN 978-626-7143-15-5 (第 1 冊:
平裝) .-- ISBN 978-626-7143-16-2 (第 2
冊:平裝) .-- ISBN 978-626-7143-17-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714318-6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小學生最實用的生物事典/企鵝飛機
製作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06 .-- 冊 .-- ISBN 978-986-507848-5 (全套:平裝) NT$640 普遍級
小學生最實用的生物事典. 1, 動物魔
法學校/企鵝飛機製作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42-3 (PDF)
普遍級
小學生最實用的生物事典. 1, 動物魔
法學校/企鵝飛機製作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43-0 (EPUB)
普遍級

分 .-- ISBN 978-626-7013-91-5 (精裝)
普遍級

小學生最實用的生物事典. 2, 生物演
化故事/企鵝飛機製作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44-7 (PDF)
普遍級

去動物園玩: 幼兒認知雙語拼圖書/
麥維文; 陳侑玲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6 .-- 24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31-5 (精裝)
普遍級

小學生最實用的生物事典. 2, 生物演
化故事/企鵝飛機製作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45-4 (EPUB)
普遍級

幼兒羊毛氈觸覺認知書/Yoyo Books
作; 呂念庭翻譯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109 .-- 冊 .-- ISBN 978-986-223-7359 (全套:精裝) 普遍級

小鴨的新書包/黃正勇作; 劉彤渲繪 .- 初 版 .-- 桃 園 市 : 鼎 豐 益 科 技 ,
11104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97-0-7 (精裝) NT$350 普遍級
小鴨想搬家/黃正勇作; 劉彤渲繪 .-初版 .-- 桃園市 : 鼎豐益科技, 11104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97-1-4 (精裝) NT$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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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50-851-7 (PDF) 普遍級
五餅鱷魚(福音版)= The crocodile and
five barley loaves (Gospel version)/吐司
姐姐作; 寧森畫 .-- 新北市 : 吐司姐姐,
11105 .-- 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04-9 (精裝) NT$320 普
遍級
五 餅 鱷 魚 = The crocodile and five
barley loaves/吐司姐姐作; 寧森畫 .-新北市 : 吐司姐姐, 11105 .-- 32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032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幻影殺手/莫理士.盧布朗原著; 東方
編輯部改寫; 吳健豐繪圖 .-- 初版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8-490-8 (EPUB)
普遍級
日常生活/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四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071-81-6 (精
裝) NT$160 普遍級
火 山 的 故 事 /Fleur Daugey 作 ; Tom
Vaillant 插圖; 何妍萱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6 .-- 20 面; 30 公

幼 兒 羊 毛 氈 觸 覺 認 知 書 : 123/Yoyo
Books 作; 呂念庭翻譯 .-- 新北市 : 風
車圖書, 11109 .-- 1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223-733-5 (精裝) 普遍
級
幼兒羊毛氈觸覺認知書: 可愛動物
/Yoyo Books 作; 呂念庭翻譯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9 .-- 1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223-731-1 (精裝)
普遍級
幼兒羊毛氈觸覺認知書: 快樂農場
/Yoyo Books 作; 呂念庭翻譯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9 .-- 1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223-732-8 (精裝)
普遍級
幼兒羊毛氈觸覺認知書: 單字小百科
/Yoyo Books 作; 呂念庭翻譯 .-- 新北
市 : 風車圖書, 11109 .-- 10 面; 18X18
公分 .-- ISBN 978-986-223-734-2 (精裝)
普遍級
幼兒認知圖鑑/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新北市 : 人類, 11104 .-- 32 面; 22X20
公分 .-- ISBN 978-626-7071-75-5 (精裝)
NT$160 普遍級
用點心學校. 13, 超級大明星/林哲璋
文; BO2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25-586-2 (EPUB) 普遍
級
用點心學校. 13, 超級大明星/林哲璋
文; BO2 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
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25-587-9 (PDF) 普遍級
白牙/傑克.倫敦(Jack London)原著; 管
家琪改寫; 黃薏文繪圖 .-- 二版 .-- 臺
北市 : 台灣東方,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38-491-5 (EPUB) 普遍
級

114

再見啦!小黑熊妹仔/鄭博真文; 謝愷
宸 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26-7 (PDF) 普遍級
回家吧!小虎鯨安安/鄭博真文; 江勻
楷 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五 南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27-4 (PDF) 普遍級
地球.宇宙和我= Earth universe & me/
第 36 屆信義園畢業生作.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北蒙特梭利幼兒園,
11105 .-- 60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73-2-6 (平裝) 普遍級
字母書= Alphabet word book/信誼基
金出版社英文編輯小組企畫; 嚴凱信
繪圖 .-- 三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64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161-680-3 (精裝) NT$600 普遍級
字的神話傳說. 1, 玄人篇/林世仁文;
25 度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88-6 (PDF) 普遍級
字的神話傳說. 1, 玄人篇/林世仁文;
25 度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90-9 (EPUB) 普遍級
字的神話傳說. 2, 奇靈篇/林世仁文;
25 度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89-3 (EPUB) 普遍級
字的神話傳說. 2, 奇靈篇/林世仁文;
25 度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91-6 (PDF) 普遍級
字的神話傳說. 3, 神物篇/林世仁文;
25 度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92-3 (EPUB) 普遍級
字的神話傳說. 3, 神物篇/林世仁文;
25 度圖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
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93-0 (PDF) 普遍級
字的傳奇. 3, 搶救倉頡爺爺/林世仁
文, 吳雅怡繪 .-- 初版 .-- 臺北市 : 親
子天下,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20-8 (EPUB) 普遍級
宇宙和世界的進化史/Cristina Junyent
作; Cristina Losantos 繪; 汪德慶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5 .-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01392-2 (精裝) NT$580 普遍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7-34-6 (PDF) 普遍級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30-0 (EPUB) 普遍級

安靜的無尾熊和吵鬧的猴子: 對比認
知/Liesbet Slegers 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7 .-- 32 面;
21X22 公分 .-- ISBN 978-986-0725-797 (精裝) 普遍級

西洋菜/陳郁如文; 歐玲瀞譯.朗讀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6 .-約 1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7-39-1 (線上有聲書(MP3)) NT$450
普遍級

我不敢哭,我怕丟臉/全潤浩文; 池永
貽圖;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31-7 (PDF) 普遍級

年糕奶奶@便便變⚡️⚡️⚡️. 3, 年糕
店快倒了,怎麼辦?/姜孝美作; 金鵡妍
繪; 林建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
人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21-2 (EPUB) 普遍級

你不能欺負我: 茉莉的勇敢三部曲/
派蒂.拉弗(Patty Lovell)作; 大衛.卡特
羅(David Catrow)繪; 謝靜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 11106 .-冊 .-- ISBN 978-626-95959-9-0 (全套:
精裝) NT$960 普遍級

年糕奶奶@便便變⚡️⚡️⚡️. 3, 年糕
店快倒了,怎麼辦?/姜孝美作; 金鵡妍
繪; 林建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
人文化,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22-9 (PDF) 普遍級
有一個地方= Somewhere/于小鷺繪.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6 .-- 4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7118-33-7 (精裝) NT$420 普遍級
有故事的郵票. 1, 臺灣囡仔古/王文
華, 王淑芬, 安石榴, 林世仁, 花格子,
周惠玲, 海狗房東, 張友漁, 劉思源,劉
清彥作; 六十九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50-1 (PDF) 普遍級
有故事的郵票. 2, 美國民間傳奇/王
淑芬作; 蔡兆倫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51-8 (PDF) 普遍級
有故事的郵票. 3, 斯洛伐克童話/梁
晨文; 蔡兆倫, 謝祖華圖 .-- 初版 .-- 臺
北市 : 遠流,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52-5 (PDF) 普遍級
有故事的郵票: 臺灣囡仔古＋美國民
間傳奇＋斯洛伐克童話/王文華, 王
淑芬, 安石榴, 林世仁, 花格子, 周惠
玲, 海狗房東, 梁晨, 張友漁, 劉思源,
劉清彥作; 六十九, 蔡兆倫, 謝祖華繪
圖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冊 .-- ISBN 978-957-32-9546-4 (全套:
平裝) NT$1100 普遍級
西洋菜/陳郁如文; 陳振盼圖; 歐玲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7-33-9 (EPUB) 普遍級
西洋菜/陳郁如文; 陳振盼圖; 歐玲瀞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你和我的外表都不同/Cristina Junyent
作; Cristina Losantos 繪; 汪德慶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5 .- 40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701393-9 (精裝) NT$580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1, 妖怪托顧所開張了/
廣嶋玲子作;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62-9-7 (EPUB)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1, 妖怪托顧所開張了/
廣嶋玲子作;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初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38-0-0 (PDF)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2, 說謊少女/廣嶋玲子
作;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新北市 :
步步,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2-8-0 (EPUB) 普遍級
妖怪托顧所. 2, 說謊少女/廣嶋玲子
作; Minoru 繪; 林宜和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步步,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8-1-7 (PDF) 普遍級
形 狀= Shapes/ 吳鳳珠總編 輯 .-- 初
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06 .-- 18 面;
14X14 公分 .-- ISBN 978-626-313-0531 (精裝) NT$90 普遍級
形狀王國/周欣怡作; 楊杰翰, 董淑佩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02-7 (EPUB) 普遍級
快一點!= Hurry up!/高齊駿文.圖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齊駿, 11105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46-9 (精
裝) 普遍級
我不敢哭,我怕丟臉/全潤浩文; 池永
貽圖;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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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哭,我怕丟臉= 울면 좀 어때/
全潤浩文; 池永貽圖; 林建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07-8287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 不 想 睡 覺 !/ 曼 紐 . 雷 貝 迪
(Emmanuelle Lepetit)文; 安娜.桑菲力
波(Ana Sanfelippo)圖; 林幸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50-3 (PDF)
普遍級
我 不 想 睡 覺 !/ 曼 紐 . 雷 貝 迪
(Emmanuelle Lepetit)文; 安娜.桑菲力
波(Ana Sanfelippo)圖; 林幸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351-0
(EPUB) 普遍級
我 好 生 氣 !/ 艾 曼 紐 . 雷 貝 迪
(Emmanuelle Lepetit)文; 安妮.海斯泰
格(Anne Hemstege)圖; 林幸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52-7 (PDF)
普遍級
我 好 生 氣 !/ 艾 曼 紐 . 雷 貝 迪
(Emmanuelle Lepetit)文; 安妮.海斯泰
格(Anne Hemstege)圖; 林幸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353-4
(EPUB) 普遍級
我好害怕,該怎麼辦?/梁泰錫文; 朴潤
姬圖;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32-4 (PDF) 普遍級
我好害怕,該怎麼辦?/梁泰錫文; 朴潤
姬圖; 林建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33-1 (EPUB) 普遍級
我 好 害 怕 , 該 怎 麼 辦 ?= 너무 너무
무서워/梁泰錫文; 朴潤姬圖; 林建豪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40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86-507-829-4 (精裝) NT$320 普遍級

我 的 小 小 EQ 寶 寶 : 自 信 寶 寶
/Stéphanie Couturier 作 ; Maurèen
Poignonec 插畫; 李旻諭譯 .-- 初版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5 .-- 22 面;
20X18 公分 .-- ISBN 978-626-7013-946 (精裝) 普遍級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77-0 (PDF) 普遍級

我的行為指導互動遊戲書/北京小紅
花圖書工作室著.繪 .-- 新北市 : 風車
圖書, 11106 .-- 冊 .-- ISBN 978-986223-738-0 (全套:精裝) 普遍級

芒狗狗 我會過馬路!/劉怡聖文; zuzu,
林 姿 吟 繪 圖 .-- 臺 北 市 : 南 風 吹 ,
11105 .-- 32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54-3-4 (精裝) 普遍級

我的行為指導互動遊戲書. 1, 行為安
全我最行/北京小紅花圖書工作室著.
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106 .-- 18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736-6 (精裝) NT$4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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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38-1 (PDF) 普遍級

保持好奇心!: 史蒂芬.霍金的生命故
事/凱瑟琳.克魯爾(Kathleen Krull), 保
羅.布魯爾(Paul Brewer)文; 鮑瑞斯.庫
利柯夫(Boris Kulikov)圖; 游珮芸譯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6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86-440430-8 (精裝) 普遍級

那隻狼惹了誰/鄒敦怜文; 羅方君圖 .- 初版 .-- 新北市 : 柏樂, 11105 .-- 4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910-08 (精裝) NT$360 普遍級

品格主題書: 公平: 魔法學院的新斗
篷/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37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12-671-8 (平裝) 普遍級

兒童創意思考五十問: 創意,有方法
可以學習嗎?/沙永傑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57-490-569-0 (PDF) 普遍級

品格主題書: 團結: 小老鼠和大蛋糕
/ .-- 初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37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12668-8 (平裝) 普遍級

刺蝟先生的擁抱/馮湘婷作; 曼蒂
Mandie Kuo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24-3 (PDF) 普遍級

品格主題書: 禮貌: 魯德說你好/ .-- 初
版 .-- 臺南市 : 翰林, 11105 .-- 37 面;
25X25 公分 .-- ISBN 978-626-312-6701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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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5-227-7 (PDF) 普遍級

城市裡探險: 幼兒認知雙語拼圖書/
麥維文; 陳侑玲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6 .-- 24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33-9 (精裝)
普遍級

我的行為指導互動遊戲書. 2, 我能養
成好習慣/北京小紅花圖書工作室著.
繪 .-- 新北市 : 風車圖書, 11106 .-- 18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986-223737-3 (精裝) NT$420 普遍級
我的房間保衛戰/羅勃.金默.史密斯
(Robert Kimmel Smith)作; 趙永芬譯 .-初版 .-- 臺北市 : 小麥田,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00-58-8
(EPUB) 普遍級
我是小小收藏家/第 36 屆松江園畢業
生作.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北蒙特
梭利幼兒園, 11105 .-- 52 面; 21X30 公
分 .-- ISBN 978-986-06573-5-7 (平裝)
普遍級
我 要 和爸 爸 結婚 !/ 信實著; 陳維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6 .-- 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76-6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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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60-4-3 (EPUB) 普遍級
我 想 遇見 小 精靈 !/ 信實著; 陳維玉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双美生活文創,
11107 .-- 4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725-77-3 (精裝) 普遍級
找一找,芒狗狗在哪裡?. 2: 環島之旅/
楊舒婷, 劉怡聖文字; 郭郭, zuzu 繪
圖 .-- 臺北市 : 南風吹, 11105 .-- 2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5854-27 (精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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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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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78-7 (EPUB) 普遍級

阿媽的果子園/海狗房東文; 黃立佩
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玉 山 社 ,
11104 .-- 2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94-313-7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雨衣娃娃找雨鞋/管家琪作; 奧黛莉
圓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東方,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8-494-6 (EPUB) NT$230 普遍級
青鳥: 諾貝爾文學獎世界名著(成長
必讀.名家全譯本)/莫里斯.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喬治特.盧布朗
(Georgette Leblanc)著; 黃筱茵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487-91-6
(EPUB) 普遍級
青鳥: 諾貝爾文學獎世界名著(成長
必讀.名家全譯本)/莫里斯.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喬治特.盧布朗
(Georgette Leblanc)著; 黃筱茵譯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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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新北市 : 小樹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487-92-3 (PDF)
普遍級
青 蛙 出門 去 / 高畠那生文. 圖; 米雅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5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00415-7 (精裝) NT$300 普遍級

孩子的第一套情緒互動書/塞得里克.
哈瑪迪耶(Cédric Ramadier)文; 文森.
布爾喬(Vincent Bourgeau)圖; 楊喬安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誼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957-762-7421 (全套:精裝) NT$1120 普遍級
思維力培養遊戲書/胡媛媛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冊 .-- ISBN 978-986-491-966-6 (全套:
平裝) NT$800 普遍級
思維力培養遊戲書: 找不同/胡媛媛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62-8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思維力培養遊戲書: 找規律/胡媛媛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63-5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思維力培養遊戲書: 捉迷藏/胡媛媛
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64-2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思維力培養遊戲書: 偵探推理/胡媛
媛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65-9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春天,大家都在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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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16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317-821-2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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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0-07-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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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0-08-6 (EPUB)
普遍級
秋芳老師的經典不私塾: <<有了詩就
不一樣:來讀詩經吧!>>+<<做自己的
煉金術師:來讀論語吧!>>/黃秋芳作.
朗讀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
意, 11104 .-- 約 11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9-72-1 (線上有聲書(MP3))
NT$198 普遍級
穿越故宮大冒險. 7: 驚天動地多寶格
/鄭宗弦著; swawa.com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94-7 (PDF)
普遍級
穿越故宮大冒險. 7: 驚天動地多寶格
/鄭宗弦著; swawa.com 繪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95-4
(EPUB) 普遍級
食物好好吃: 幼兒認知雙語拼圖書/
麥維文; 陳侑玲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維京國際, 11106 .-- 24 面; 20X20 公
分 .-- ISBN 978-986-440-432-2 (精裝)
普遍級

夏日.龍井/涂卉, 陳君媺, 李敏慈圖文
編輯 .-- 臺中市 : 中市龍井區農會,
11105 .-- 2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986-95009-2-0 (精裝) NT$480 普
遍級
家裡的小妖怪. 2: 幽靈電話/齊藤洋
作; 宮本悅美繪; 伊之文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10-5 (EPUB) 普遍級
祕密派對: 我的感覺自主祕密套組/
周碩欣, 鄭如珊, 禾流編輯團隊作; 陳
沛奇插畫 .--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
創, 11105 .-- 冊 .-- ISBN 978-626-701396-0 (全套:精裝) NT$880 普遍級
神獸獵人/管家琪文; 鄭潔文圖 .-- 初
版 .-- 新北市 : 步步, 11106 .-- 冊 .-ISBN 978-626-96038-7-9 (全套:平裝)
NT$15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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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30-7 (EPUB) NT$340 普
遍級
鬼火 zingelai/柯李文浩, 曾淑紅, 徐德
欽, 董俐伶, 董泰良, 蒙奕珵文; 董俐
伶, 董泰良, 蒙奕珵, 曾莉庭, 吳苡樂,
全田以娃, 蔡睿熙, 許瑜恩, 曾姝瑜,
張硯, 阮柏瑄, 鍾明倡, 楊聖偉, 曹正
燊圖 .-- 初版 .-- 屏東縣 : 屏東縣賽嘉
國小, 11104 .-- 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7-16-3 (精裝) NT$250 普
遍級
動手黏貼拉拉書: 動物配對遊戲/蔡
惠 芬 執 行 編 輯 .-- 新 北 市 : 人 類 ,
11106 .-- 冊 .-- ISBN 978-626-7071-779 (全套:平裝) NT$1280 普遍級
動物王國/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四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071-79-3 (精
裝) NT$160 普遍級
國王與人民/陶綺彤故事; Faye 繪圖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房文化, 11105 .- 3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555631-0 (精裝) NT$320 普遍級

局,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67-3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專注力培養遊戲書: 他們藏哪裡/胡
媛媛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68-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專注力培養遊戲書: 視覺大發現/胡
媛媛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69-7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專注力培養遊戲書: 腦力大比拚/胡
媛媛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491-970-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棄食島大翻身/阿德蝸著; 米奇鰻圖 .- 初版 .-- 臺北市 : 幼獅,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9-262-6 (PDF)
普遍級
第一百面金牌: 少年總鋪師. 1/鄭宗
弦著; 陳余寬, 穆宣名朗讀 .-- 初版 .-臺北市 : 九歌, 11105 .-- 約 11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40-4 (線上
有聲書(MP3)) NT$280 普遍級
*莎赫札德和生氣的國王/娜希德.卡
茲米(Nahid Kazemi)文.圖; 郭妙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阿布拉教育文化,
11105 .-- 8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9586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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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69-3 (EPUB) 普遍級
雪 橇 屋 / 夏 綠 蒂 . 勒 梅 爾 (Charlotte
Lemaire)文.圖; 吳愉萱譯 .-- 初版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28-5 (PDF)
普遍級
博物館偵探骨爾摩斯. 1, 消失的皇家
藍鑽/芮妮.崔莫(Renée Treml)文.圖;
謝靜雯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26-0 (EPUB) 普遍級

專注力培養遊戲書/胡媛媛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冊 .-- ISBN 978-986-491-971-0 (全套:
平裝) NT$800 普遍級

博物館偵探骨爾摩斯. 2, 沼澤妖怪的
傳說/芮妮.崔莫(Renée Treml)文.圖;
謝靜雯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親子
天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25-3 (EPUB) 普遍級

專注力培養遊戲書: 一起尋找寶藏/
胡媛媛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

森 林 裡 的 音 樂 大 師 : 胡 桃 鉗 /Fiona
Watt 作; Katie Webb 插圖; 何妍萱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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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 新北市 : 禾流文創, 11106 .- 10 面; 23X25 公分 .-- ISBN 978-6267013-89-2 (精裝) NT$600 普遍級
發聲翻翻書: 動物寶寶躲貓貓/ .-- 新
北市 : 人類, 11109 .-- 14 面; 18X18 公
分 .-- ISBN 978-626-7071-76-2 (平裝)
NT$500 普遍級
鈔能戰士 SME. 3, B613 暗黑星球/嚴
淑女作 .-- 初版 .-- 臺南市 : 聚光文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71-4-0 (PDF) 普遍級
開著校車去流浪 /丹.哥邁哈特(Dan
Gemeinhart)著; 趙永芬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99-2 (PDF)
普遍級
開著校車去流浪 /丹.哥邁哈特(Dan
Gemeinhart)著; 趙永芬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600-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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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10-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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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11-6 (EPUB) 普遍級
愛 說 不 要 的 小 豬 寶 /Mei Mei 作 ;
Mandie Kuo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16-8 (PDF) 普遍級
圖靈腦力開發兒童遊戲/威廉.波特
(William Potter)作; 葛林.康威(Gareth
Conway)繪; 林珈聿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小果文創, 11106 .-- 冊 .-- ISBN
978-986-06974-8-3 ( 全 套 : 平 裝 )
NT$640 普遍級
慘痛的代價/顏子傑, 李姵儒, 陳又華,
劉曉伊文本.繪畫創作 .-- 臺南市 : 臺
南 市 立 柳 營 國 中 , 11104 .-- 40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050 (平裝) .-- ISBN 978-986-0701-06-7
(精裝) 普遍級
漫畫版名人傳: 在日記中祈求和平的
少女: 安妮.法蘭克/大塚信監修; 梶原
仁季漫畫; 連雪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88-77-9 (平裝)
普遍級
漫畫版名人傳: 傳遞生命喜悅的作曲
家: 貝多芬/平野昭監修; 島陰淚亞漫
畫; 林冠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角落文化, 11106 .-- 16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88-76-2 (平裝) 普遍
級
漫遊夏日/鄭家茜, 黃恩瑜文本.繪畫
創作 .-- 臺南市 : 臺南市立柳營國中,
11104 .-- 4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03-6 (平裝) .-- ISBN 978986-0701-04-3 (精裝) 普遍級
臺語話神仙. II/康原, 粘忘凡, 謝鴻文,
陳維霖, 蔡靜江作; 翁君菱, 蔡杏元,
李信慧, 陳維霖, 蔡靜江繪 .-- 桃園市 :
桃市文化局, 11106 .-- 冊 .-- ISBN 978626-7020-95-1 (全套: 精裝) NT$2100
普遍級
臺灣水果大世界/鄭博真作; 何彥霖,
葉曼玲, 陳怡臻, 吳奕璠, 曾彥琳繪 .-初版 .-- 臺北市 : 小宇宙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95959-8-3 (全套:
精裝) NT$1600 普遍級
齊心共創美好未來/鄭鈞謙, 張恩慈,
周柏瑄, 陳瑞佳文本.繪畫創作 .-- 臺
南市 : 臺南市立柳營國中, 11104 .-48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09-8 ( 平 裝 ) .-- ISBN 978-9860701-10-4 (精裝) 普遍級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陳衛平作.朗
讀 .-- 初版 .-- 臺北市 : 天衛文化,
11104 .-- 冊 .-- ISBN 978-957-490-5706 ( 第 1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480 .-- ISBN 978-957-490-572-0 (第
3 冊:線上有聲書(MP3)) NT$480 .-ISBN 978-957-490-571-3 (第 2 冊:線上
有聲書(MP3)) NT$480 .-- ISBN 978957-490-573-7 (第 4 冊:線上有聲書
(MP3)) NT$480 .-- ISBN 978-957-490574-4 ( 第 5 冊 : 線 上 有 聲 書 (MP3))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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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99-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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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00-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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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用剪刀?/金美惠文; 長谷川義史
圖; 曹一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維
京國際, 11106 .-- 32 面; 24 公分 .-ISBN 978-986-440-434-6 (精裝) 普遍
級
踢踢踢踢 天寶/亞林莫賽文(Arlene
Mosel)文; 布萊爾藍特(Blair Lent)圖;
汪培珽譯 .-- 新北市 : 愛孩子愛自己,
11105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993-1-8 (精裝) 普遍級
魅力四"攝"/第 36 屆天母園畢業生作.
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北蒙特梭利
幼兒園, 11105 .-- 64 面; 18X26 公分 .- ISBN 978-986-06573-3-3 (平裝) 普遍
級
學前兒童思維力訓練/胡媛媛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冊 .-- ISBN 978-986-491-938-3 (第 1 冊:
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939-0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940-6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986-491-941-3 (第
4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學前兒童記憶力訓練/李亭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冊 .-- ISBN 978-986-491-942-0 (第 1 冊:
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943-7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944-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986-491-945-1 (第
4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學前兒童專注力訓練/李亭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冊 .-- ISBN 978-986-491-946-8 (第 1 冊:
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947-5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948-2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986-491-949-9 (第
4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學前兒童創造力訓練/胡媛媛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冊 .-- ISBN 978-986-491-950-5 (第 1 冊:
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951-2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952-9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986-491-953-6 (第
4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學前兒童想像力訓練/胡媛媛主編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冊 .-- ISBN 978-986-491-954-3 (第 1 冊:
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

955-0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956-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986-491-957-4 (第
4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學前兒童觀察力訓練/李亭主編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冊 .-- ISBN 978-986-491-958-1 (第 1 冊:
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959-8 (第 2 冊:平裝) NT$200 .-- ISBN
978-986-491-960-4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00 .-- ISBN 978-986-491-961-1 (第
4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1, 受到彩
虹樹邀請的孩子/崔銀玉文; 帕卡娜
美(Pakinami)圖; 賴毓棻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34-8 (PDF)
普遍級
操場底下的 100 層樓學校. 1, 受到彩
虹樹邀請的孩子/崔銀玉文; 帕卡娜
美(Pakinami)圖; 賴毓棻譯 .-- 初版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35-5 (EPUB)
普遍級
樹上的紅金茶館/吳碧珊, 黃秀莉, 李
雪鳳文; 林倢安圖 .-- 南投縣 : 投縣府,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71-04-0 (PDF) 普遍級
機智的小老鼠: 勇者阿力/四樓曾先
生作 .-- 初版 .-- 台中市 : 四樓曾先生,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053-7 (EPUB) NT$150 普遍級
餐廳裡的小妖怪: 迴轉過頭壽司店/
齊藤洋作; 宮本悅美繪; 伊之文譯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811-2 (EPUB)
普遍級
默自哭泣的哀愁/黃啟育, 陳品妤, 林
佩珊, 張映筑文本.繪畫創作 .-- 臺南
市 : 臺南市立柳營國中, 11104 .-- 36
面;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70107-4 (平裝) .-- ISBN 978-986-0701-081 (精裝) 普遍級
環保小尖兵: 福夢驚醒/黃意儒文本.
繪畫創作 .-- 臺南市 : 臺南市立柳營
國中, 11104 .-- 46 面; 21X30 公分 .-ISBN 978-986-5487-99-7 ( 平 裝 ) .-ISBN 978-986-0701-02-9 (精裝) 普遍
級
獵刀口的需要/楊淑清文; 王建傑圖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城 邦 印 書 館 ,

11105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7113-21-9 (精裝) NT$350 普遍級

32 公分 .-- ISBN 978-626-96071-0-5 (精
裝) NT$350 普遍級

藏在我心頭的那首詩/第 36 屆新生園
畢業生作.繪 .-- 初版 .-- 臺北市 : 台北
蒙 特 梭 利 幼 兒 園 , 11105 .-- 76 面 ;
21X30 公分 .-- ISBN 978-986-06573-40 (平裝) 普遍級

驚人發現!你的基因有 25%和香蕉一
樣/蘇西.布魯克斯文; 喬西.布羅格斯
圖; 林大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13-0 (PDF) 普遍級

藍莓歐姆蛋捲/夏綠蒂.勒梅爾
(Charlotte Lemaire)文.圖; 吳愉萱譯 .-初 版 .-- 臺 北 市 : 典 藏 藝 術 家 庭 ,
11106 .-- 48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7031-25-4 (精裝) NT$350 普遍級

佮阿公踅菜市仔/海狗房東文; 黃立
佩圖 .-- 初版 .-- 臺北市 : 玉山社,
11104 .-- 28 面; 19X19 公分 .-- ISBN
978-986-294-312-0 (精裝) NT$350 普
遍級

顏色.形狀/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 四
版 .-- 新北市 : 人類, 11105 .-- 24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7071-80-9 (精
裝) NT$160 普遍級

麭麭/麭麭工作室文.圖 .-- 初版 .-- 臺
中市 : 麭麭工作室, 11104 .-- 88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14-00 (精裝) NT$600 普遍級

顏色= Colors/吳鳳珠總編輯 .-- 初版 .- 臺南市 : 世一, 11106 .-- 18 面; 14X14
公分 .-- ISBN 978-626-313-052-4 (平裝)
NT$90 普遍級
騎鵝歷險記/賽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原著; 施養慧改寫; 伊凡.杜
克(Yvan Duque)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69-67-7 (PDF) 普遍級
騎鵝歷險記/賽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原著; 施養慧改寫; 伊凡.杜
克(Yvan Duque)繪 .-- 初版 .-- 新北市 :
字畝文化創意,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69-69-1 (EPUB) 普遍
級
鵝媽媽經典童謠= My very first mother
goose/Iona Opie 編; Rosemary Wells 圖;
潘和譯 .-- 二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112 面; 29 公分 .-- ISBN 978986-161-681-0 (精裝) NT$900 普遍級
繪本探索書: 火大了/曹華執行編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1105 .-- 28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43-148 (平裝) 普遍級
繪本探索書: 地震!地震!/曹華執行編
輯 .-- 臺北市 : 華人國際, 11105 .-- 28
面; 24X25 公分 .-- ISBN 978-626-714313-1 (平裝) 普遍級
寶寶眼中的媽媽圖鑑/權廷玟著; 尹
嘉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41-2 (EPUB) 普遍級
魔法科學嘻遊趣/陳仁智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佳洋文教, 11104 .-- 6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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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書
(直條式漫畫)大叔與利可/宇佐木城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65-6 (EPUB) 限制
級
(直條式漫畫)不及格 GAY 蜜: 變身禽
獸的凌晨三點/冴月ゆと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66-3 (EPUB)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非你不可,膽小鬼的初
次戀愛。/春山モト作 .-- 臺北市 : 巴
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67-0 (EPUB) 限制級
(直條式漫畫)與抖 S 軍人的偽婚初夜:
再叫得可愛一點吧/千花キハ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68-7 (EPUB) 限制級
(衝擊)我神推的美容系網紅成了我
的客人之後.../うり作; 潘琳芸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5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023 (平裝) 限制級
100 天內徹底攻陷宣稱不可能談百合
戀的女生/みかみてれん原作; かや
こ漫畫; 王杉珊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27-1 (第 1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2.5 次元的誘惑. 5/橋本悠作; 李俊銘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98-2 (EPUB)
普遍級

citrus+: 柑橘味香氣 PLUS. 3/サブロ
ウタ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45-2 (EPUB) 普遍級

20KM/H/我是白 WOSHIBAI 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10-8-7
(EPUB) 普遍級

DRAGON BALL 超七龍珠超/鳥山明
原作; とよたろう漫畫; 吳勵誠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243-1 (第 18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20KM/H/我是白 WOSHIBAI 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鯨嶼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10-9-4 (PDF)
普遍級
3P 情侶分租戀曲(全一冊)/星名あん
じ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97-5 (EPUB) 限制級
3 次元男子戀愛攻略/灰野都漫畫; 小
杏桃編劇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25-8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瑠璃與料理的國王/菊地正太作; 吊
木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30-7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虬龍傳. 第一冊/幻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92-6 (PDF)
NT$300 普遍級
AM 8:02、初戀/紺野理沙作; 曲冰熙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662-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BEAST COMPLEX 動物世界. 1/板垣
巴留作; 尤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43-8 (EPUB) 普遍級
BJ Alex/Mingwa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6 .-- 冊 .-- ISBN 978986-494-454-5 (第 1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494-455-2 (第 2 冊:平
裝) NT$380 .-- ISBN 978-986-494-4569 (第 3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494-457-6 (第 4 冊:平裝) NT$380
限制級
BORUTO:
NARUTO
NEXT
GENERATIONS-火影新世代. 15/岸本
斉史原作.監修; 池本幹雄漫畫; 張紹
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44-5 (EPUB)
普遍級

DRAGON BALL 超七龍珠超. 16/鳥山
明原作; とよたろう 漫畫 ; 吳勵誠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46-9 (EPUB)
普遍級
EDENS ZERO 伊甸星原/真島浩作; 吳
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2509 (第 20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EDENS ZERO 伊甸星原. 17/真島浩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47-6
(EPUB) 普遍級
EX×安全距離/理原作 .-- 臺北市 : 巴
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87-8 (EPUB) 限制級
Fate/EXTRA CCC FoxTail/TYPEMOON, Marvelous 原作; たけのこ星
人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1-516-0 (第 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517-7 (第 8 冊:平裝) 普遍
級
Fate/EXTRA CCC FoxTail. 7/TYPEMOON, Marvelous 原作; たけのこ星
人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68-9 (EPUB) 普遍級
Fate/EXTRA CCC FoxTail. 8/TYPEMOON, Marvelous 原作; たけのこ星
人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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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YPE-MOON 原作; 大
森葵作畫; 弁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96-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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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高 中 的 探 索 / 西 形 真 依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231-8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GANTZ:G 殺戮都市/奧浩哉原作; 飯
塚啟太漫畫; 洪子喬譯 .-- 1 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6 .--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11-1 (第 2 冊:平
裝) 限制級
GANTZ:G 殺戮都市. 1/奧浩哉原作;
飯塚啟太漫畫; 洪子喬譯 .-- 初版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6-856-5 (EPUB) 普遍
級
GANTZ:G 殺戮都市. 1/奧浩哉原作;
飯塚啟太漫畫; 洪子喬譯 .-- 初版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6-857-2 (PDF) 普遍級
GAPS 禁區/里つばめ作; 趙秋鳳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8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38-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GIVEN 被贈與的未來. 6/キヅナツキ
作; H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01-2 (PDF) 普遍級
GIVEN 被贈與的未來. 6/キヅナツキ
作; H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02-9 (EPUB) 普遍級
Happy End/momota ac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95-1 (EPUB) 限制級
Hello world. 2/鈴木マナツ, 曽野由大
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48-3
(EPUB) 普遍級
MIX/安達充作; ALATA 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94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85-9 (第 18
冊:平裝) 普遍級
On or off. 1/A1 作; 吳采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4-448-4 (PDF)
普遍級
On or off. 2/A1 作; 吳采蒨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94-449-1 (PDF)
普遍級

ONE PIECE 航海王. 100/尾田栄一郎
作 ; 許 任 駒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49-0 (EPUB) 普遍級
practiced liar 讀心戀人/目玉焼き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09-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RaW HERO 新手英雄. 5/平本 AKIRA
作 ; 賴 韋 先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50-6 (EPUB) 限制級
Sadistic Border: 施虐限界(全一冊)/松
田とらいち作; chun 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94-4 (EPUB) 限制級
Super supermarket/Pam Pam Liu 作 .-一版 .-- 臺北市 : 慢工文化, 11106 .-112 面 ; 21 公 分 .-- ISBN 978-98606973-7-7 (平裝) 普遍級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Progressive:
陰沉薄暮的詼諧曲/川原礫原作; ぷ
よちゃ漫畫; 九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36-8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S 和 N/古矢渚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210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26-9263-9 ( 平 裝 )
NT$150 普遍級
TS 朗君的性生活/konomi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57-2 (第 6
冊:平裝) NT$210 限制級
UQ HOLDER!悠久持有者!. 26/赤松
健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51-3 (EPUB) 普遍級
WITCH WATCH 魔女守護者/篠原健
太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239-4 (第 5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Wolf in the house/박지면著 .-- 初版 .-新北市 : 威向, 11105 .-- 冊 .-- ISBN
978-986-505-250-8 ( 第 3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505-251-5 (第
4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505-252-2 (第 5 冊:平裝) NT$380 限制
級

「看診時…絕對不行高潮...!」帥醫
公 公的深入 診察調 教 / クロセイム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86-1 (EPUB) 限制
級
一条花憐誘惑中/藤谷陽子[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93-7 (EPUB) 普遍級

二十歲後就是我的東西了/野田のん
だ作; 熊次郎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6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21-0 (平裝) 限制級
人家不適合炙熱的戀情/白藤圭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659-8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一切如強者所願/猫乃森シマ作; 澄
瑱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5 .-- 15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71-0 (平裝) 限制級

人 家 是 嫩 妻, 對 不 起嘛 !/ 江斑文 作 ;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冊 .-- ISBN 978-626-00-66604 (第 4 冊:平裝) .-- ISBN 978-626-006661-1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一切如強者所願/猫乃森シマ作; 澄
瑱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86-4 (EPUB) 限制級

人家是嫩妻,對不起嘛!. 4/江斑文作;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07-6 (EPUB) 普遍級

一切如強者所願/猫乃森シマ作; 澄
瑱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87-1 (PDF) 限制級

人家是嫩妻,對不起嘛!. 4/江斑文作;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08-3 (PDF) 普遍級

一花小姐有個無法原諒的男人/Kaori
Naruse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03-0
(EPUB) 普遍級

人氣演員是被偶像馴服的忠心狗狗/
黒埼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71-7 (EPUB) 限
制級

一起說開動吧。/75 作; 布丁媽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21-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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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ソュート原作; 松井俊
壱漫畫; 賴詠新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92-0 (EPUB) 普遍級
七夏之樂園: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
宮. 4, 看診家家酒篇/赤月みゅうと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35-0 (EPUB)
限制級
七夏之樂園: 在鄉村學校的美少女後
宮. 4, 看診家家酒篇/赤月みゅうと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36-7 (PDF)
限制級
七龍珠 SD/鳥山明原作.監修; オオイ
シナホ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44-8 ( 第 8 冊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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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精裝典藏版. 2/橫山光輝著;
施凡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6-8503 (全套:精裝) 普遍級
千 手 / 雅 紳 [ 作 ]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16-2 (第 1 冊:精裝首刷附錄
版) 普遍級
大小姐、能請妳教我何謂絕頂的 Sex
嗎 ?/syosonn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04-7 (EPUB) 限制級
大尺寸巨根要我怎麼吞!/塔夜綴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72-4 (EPUB) 限制級
大神眷顧我吧/秋山花緒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7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24-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女人的身體會說謊/市原和真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05-4 (EPUB) 限制級

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
好. 6/三嶋与夢原作; 潮里潤作; 王啟
華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42-2 (EPUB)
普遍級
女朋友 and 女朋友. 6/ヒロユキ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52-0
(EPUB) 普遍級
女朋友 and 女朋友/ヒロユキ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2516 (第 10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女校之星/和山やま作; 翁蛉玲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292-9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9293-6 (第
2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60 普遍
級
女神咖啡廳/瀬尾公治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200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36-0 (第 3 冊:
平裝) NT$100 限制級
工作細胞 BLACK. 7/原田重光原作;
初嘉屋一生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53-7 (EPUB) 普遍級
不良少年成了學生會長的玩具/厘て
く作; 布丁媽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9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22-3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不要欺負我,長瀞同學/NANASHI 作;
季上元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248-6 (第 13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不善家務的塔子姊姊/はるかわ陽作;
此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154 面; 18X26 公分 .-- ISBN
978-626-321-535-1 (第 1 冊:平裝) 普遍
級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2/水
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58-9 (EPUB) 普遍級
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連同學. 12/水
安里作; 平川遊佐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59-6 (PDF) 普遍級
不 當 哥哥 了 !/ ねことう ふ 作 ; 刻托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54-7 (第
6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五等分的新娘(全彩版). 9/春場葱作;
賴瑞琴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54-4
(EPUB) 普遍級
今天的貓咪大人也好可愛/水稀たま
作; 揪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79-6 (平裝) 限制級
今天的貓咪大人也好可愛/水稀たま
作; 揪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88-8 (EPUB) 限制級
今天的貓咪大人也好可愛/水稀たま
作; 揪揪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89-5 (PDF) 限制級
今晚,討厭的同事將填滿我的體內深
處: 性愛契合度要仔細充分地確認/
あしかけ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73-1 (EPUB)
限制級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15/麻生羽呂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55-1
(EPUB) 普遍級
今際之國的闖關者 RETRY/麻生羽呂
作 ; 吳 勵 誠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2707 (第 1 冊:平裝) NT$100 .-- ISBN 978957-26-9271-4 (第 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六月的七星. III/カスカベアキラ作;
Sherry Hs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5 .-- 210 面; 18 公分 .-ISBN 978-626-329-232-1 (平裝) 限制
級
公主.情節/Ramuta Tot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91-3 (EPUB) 普遍級
勿說是推理/田村由美作; 風花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7842 (第 10 冊:平裝) 普遍級
勿說是推理. 9/田村由美作; 風花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690-6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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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環繞你的朝霞/海灯火作; 趙秋
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39-1 (EPUB)
限制級
反派千金賽希莉亞.西爾維為了活下
去決定女扮男裝/秋桜ヒロロ原作;
秋山シノ漫畫; 此木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1-542-9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626-321-543-6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1-544-3 (第 3 冊:
平裝) 普遍級
壬生的伴侶/篁ふみ漫畫; cocoaball 原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40-7 (EPUB)
限制級
天使 Ω 的祕密打工: 上位 α 的我為
什麼會遇到這種事!?/みなもとまり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74-8 (EPUB) 限制
級
天然系殺手先生與倒楣的新婚妻子
(暫)/卯月たける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75-5
(EPUB) 限制級
少 年 的 深 淵 . 2/ 峰 浪 り ょ う 作 ;
Mongolian Bait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89-0 (EPUB) 普遍級
少年淫魔愛上了人類大姐姐/御子柴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2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24-4 (平
裝) NT$160 限制級
心空放晴(全一冊)/会川フゥ作; 魏嫚
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11-8 (EPUB)
限制級
心機帥哥是變態: 與年幼青梅竹馬的
限時戀愛/幸山みう作 .-- 臺北市 : 巴
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76-2 (EPUB) 限制級
日向的青空/目黑亞夢作; 蔡孟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8527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月喜歡就好. 2/木內 Ramune 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28-4 (EPUB) 普遍級
月喜歡就好. 2/木內 Ramune 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29-1 (PDF) 普遍級
月喜歡就好. 3/木內 Ramune 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30-7 (EPUB) 普遍級
月喜歡就好. 3/木內 Ramune 作; 曲冰
熙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31-4 (PDF) 普遍級
比我更引人注目的龍學生/杠憲太作;
鄭世彬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84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68-0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水流向大海/田島列島作; 陳楷錞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35-3 (第 2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火鳳燎原/陳某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7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17-9 (第 72 冊:平裝) 普遍級
犬與屑/朝賀庵作; 趙秋鳳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6 .-- 176 面; 18 公分 .-ISBN 978-957-26-9303-2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王者天下/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22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6669-7 (第
60 冊:平裝) 普遍級
王者天下. 60/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09-0 (EPUB)
普遍級
王者天下. 60/原泰久作; 鄭世彬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10-6 (PDF)
普遍級
王城綺事錄. 1/賴安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13-1 (EPUB) 普遍級
世界上最遙遠的戀曲/麻生ミツ晃作;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冊 .-- ISBN 978-957-26-9310-0 (第 1 冊: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9429-9 (第 1 冊: 平裝首 刷 限定版 )
NT$240 限制級

世界因你而轉動(新裝版)/緒川千世
作 ; 陳 姿 君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57-5 (EPUB) 普遍級
世界第一完美求婚: 妳是我的一切/
逢見るい作; 石川トミー漫畫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06-1 (EPUB) 限制級
以命運之吻喚醒。/春田菜菜作; 蔡
孟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18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22-7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以金錢為前提的關係. 2/櫻井ナナコ
作 ; 魏 嫚 秀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45-3 (EPUB) 限制級
以壓倒性的轉蛋運稱霸異世界!/ケン
ノジ原作; 藤咲ユウ漫畫; 花子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659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他是我兄弟: 極道之家的扭曲之愛/
かざみ幸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
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77-9 (EPUB)
限制級
令人火大的學長!/御景椿原作; 小綠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39-0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出包愛戀後宮. 總集篇/サムライ忍
者 GREENTEA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21-3 (平裝) NT$380 限制級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17/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58-2
(EPUB) 普遍級
功夫旋風兒(愛藏版). 18/蛭田達也作;
冰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59-9
(EPUB) 普遍級
北歐貴族與猛禽妻子的雪國狩獵生
活/江本マシメサ原作; 白樺鹿夜漫
畫; 黎維津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6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83-5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半夜的迷途動物(全一冊)/風緒作; 鍾
明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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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分 .-- ISBN 978-626-322-709-5
(EPUB) 普遍級
半澤直樹(漫畫版). 4/池井戸潤原作;
藤本繁貴構成漫畫; 黃娟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64-0 (EPUB)
普遍級
半澤直樹(漫畫版). 4/池井戸潤原作;
藤本繁貴構成漫畫; 黃娟芳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65-7 (PDF)
普遍級
卡里古拉之戀/みちのくアタミ作;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27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05-6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250 限
制級
可以讓我看看妳好傻好天真的各種
模樣吧?: 神經兮兮社長對落魄千金
小姐啟動扭曲溺愛計畫/とうばきき
ょう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78-6 (EPUB) 限
制級
可別想逃喔,太太。: 以身體相連結
的...假結婚夫妻!?/Miki Aizawa 作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708-8 (EPUB) 限制
級
可惡的反逆戀愛破壞者/さきしたせ
んむ作;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65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91-0 (平裝) 限制級
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 /ODA
TOMOHITO 作; 依文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6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782-8 (第 19 冊:平
裝) 普遍級
只有我能進入的隱藏迷宮: 低調鍛鍊
化身世界最強. 2/瀬戸メグル原作;
樋野友行漫畫; 蕭宏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60-5 (EPUB) 普遍級
只有我無法愛愛的家/紅村かる作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6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63-3 (平裝)
NT$260 限制級
只送給你的抱抱治療法/宮田トヲル
作 ; 張 芳 馨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61-2 (EPUB) 普遍級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63-6
(EPUB) 普遍級

失色世界. 4/KENT 作; 湯伊蘋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07-1 (EPUB) 普遍級

白領驅魔師: 奧村雪男的憂愁. 1/加
藤和惠原案; 佐佐木ミノル漫畫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807-8 (EPUB) 普遍
級

失業爸爸轉職成巨乳女高中生遊戲
實況主/糸吉了一作; 咖比獸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冊 .-- ISBN 978-626-321-533-7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1-534-4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巨乳援交娘/胡桃もか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33-6 (EPUB) 限制級
巨乳援交娘/胡桃もか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34-3 (PDF) 限制級
正值青春時應立即拆衣食用: 19 歲、
黑肉青年的色情猛攻/白弓サン作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79-3 (EPUB) 限制級
永無止盡不幸的終結方式/緒川千世
作 ; 陳 姿 君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62-9 (EPUB) 普遍級
永遠不夠好/CTK 作; 游若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81-1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生者的行進 復仇/美千代丸原作; 佐
藤祐紀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228-8 (第 1 冊:平裝) NT$130 .-- ISBN
978-957-26-9229-5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用瑠璃色來妝彩你/緒芋みお作; 秦
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68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80-2 (平裝) 普遍級
用瑠璃色來妝彩你/緒芋みお作; 秦
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91-8 (PDF) 普遍級
用連動玩具讓發情的戀人獲得高潮/
大庭アキ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51-0 (平裝) NT$250 限制級
白聖女與黑牧師. 5/和武葉佐乃作;
廖湘芝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白領驅魔師: 奧村雪男的憂愁. 2/加
藤和惠原案; 佐佐木ミノル漫畫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808-5 (EPUB) 普遍
級
白領驅魔師: 奧村雪男的憂愁. 3/加
藤和惠原案; 佐佐木ミノル漫畫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809-2 (EPUB) 普遍
級
企業傭兵. 12/広江礼威作; 青色深淵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32-1
(PDF) 普遍級
企業傭兵. 12/広江礼威作; 青色深淵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33-8
(EPUB) 普遍級
全 部 都 是 你的 錯 。 . I/ 玉之け だま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12-1 (平
裝) NT$200 限制級
再結一次婚/Ai 欸埃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黑白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325-6-8 (EPUB) 普遍
級
同步性醜聞/山佐木うに作; 木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99-2 (PDF)
普遍級
同步性醜聞/山佐木うに作; 木易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900-5
(EPUB) 普遍級
名偵探柯南 犯人.犯澤先生. 6/神庭
麻由子作; 李芝儀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06-4 (EPUB) 普遍級
因為青梅竹馬的大姐姐被 NTR 了,我
和她的妹妹恩愛纏綿也可以吧?/葵
家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206 (平裝) NT$24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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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轉生成了公主,只好女扮男裝以
成為世界最強魔法使為目標。/輝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664-2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因為轉生成了公主,只好女扮男裝以
成為世界最強魔法使為目標。. 1/輝
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94-9 (EPUB) 普遍級
因為轉生成了公主,只好女扮男裝以
成為世界最強魔法使為目標。. 1/輝
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97-0 (PDF) 普遍級
回歸初戀之島/綾野カム作; 夜原優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81-9 (平裝) 限制級
回歸初戀之島/綾野カム作; 夜原優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92-5
(EPUB) 限制級
回歸初戀之島/綾野カム作; 夜原優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93-2
(PDF) 限制級
地下忍者/花澤健吾著; 游若琪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10-4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在那盡頭之處/Haribo 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1-545-0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626-321-546-7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在這裏愛愛吧/塩おにんこ作; 熊次
郎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紳 士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49-5 (EPUB) 限制級
在這裏愛愛吧/蘇珊.亞斯佛(Susan J.
Ashford)著; 林麗雪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紳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50-1 (PDF) 限制級
在喜歡上之前請繼續傷害我. 1/深海
魚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34-5 (PDF) 普遍級
在喜歡上之前請繼續傷害我. 1/深海
魚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35-2 (EPUB) 普遍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80-9 (EPUB) 限制級

在隨心所欲的異世界裡變成對渣男
言聽計從的雌性/あたげ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6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60-2 ( 平 裝 )
NT$230 限制級

守護者/艾倫.摩爾(Alan Moore)著; 戴
夫.吉本斯(Dave Gibbons)繪; 孫得欽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4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4-176-6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妄想怖男子/碗島子作; 蘇涵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38-3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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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天壱原作;
松浦ぶんこ漫畫; 黃品玟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43-9 (EPUB) 普遍級

妄想怖男子/碗島子作; 蘇涵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39-0 (PDF)
限制級
好事多磨/古鉢瑠華作; 吊木光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36-9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如果不跟你做、就無法高潮的命運:
性冷感 Ω 和最討厭的 α 變成伴侶
了/Fujyu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05-7
(EPUB) 限制級
如果可以喜歡你/白夜 BYA 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70-0 (EPUB) 限制級
如初戀般似是而非的事物/松田とら
いち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36-9 (PDF) 限制級
如初戀般似是而非的事物/松田とら
いち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37-6 (EPUB) 限制級
存在科學可能性的生物少女觀察日
記/KAKERU 作; 方郁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12-4 ( 第 6 冊 : 平 裝 )
NT$130 限制級
存於世上某處、永夜之樂園/鯛野ニ
ッケ作; 黃盈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35-2 (平裝) 限制
級
守財奴騎士對惹我哭感到樂在其中/
おおきいき, 滝沢晴作 .-- 臺北市 : 巴
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薪假 Ω 三三九度/藤峰式作; 李其
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905 (平裝) NT$160 .-- ISBN 978-957-269291-2 (平裝特裝版) NT$200 限制級
此花綺譚/天乃咲哉作; 李殷廷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804 (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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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09-8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死神少爺與黑女僕/INOUE 作; 李昆
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31-4 (第 13 冊:平裝) 普遍級
老師,不要管我儘管高潮吧!!/イガラ
シユイ作; 賴詠新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6 .-- 160 面; 18 公分 .-ISBN 978-626-322-779-8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行星的恆心(漫畫版)/百里蒔, 思念秧
秧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888-6 (平裝) 普遍級
衣下秘密不可告人/SETSU 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81-6 (EPUB) 限制級
西遊妖猿傳. 大唐篇(典藏版)/諸星大
二郎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7 .-- 冊 .-- ISBN 978626-316-926-5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927-2 (第 2 冊:平裝) .-ISBN 978-626-316-928-9 (第 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16-929-6 (第 4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16-930-2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16-931-9
(全套:平裝) 普遍級
估算錯誤的心(新裝版)/緒川千世作;
賴思宇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64-3
(EPUB) 普遍級
但求父亡。/裏海マユ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02-6 (EPUB) 普遍級
你的吻有謊言的味道/サガミワカ原
作; kreuz+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東販, 11105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38-3 (第 6 冊:平裝) 限制
級
你的呼喚 CALLCALL(全一冊)/こん
炉作; 游若琪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01-9 (EPUB) 限制級

老師,心癢難耐(全一冊 )/Arinco 作;
chu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03-3
(EPUB) 限制級

你的表情撩起了我的情慾/むつきら
ん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70-3 (平裝) 限制級

老婆是石油王/鴣謨作; 巫白白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772 (平裝) 限制級

你的表情撩起了我的情慾/むつきら
ん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00-7 (EPUB) 限制級

老婆是石油王/鴣謨作; 巫白白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98-7 (EPUB)
限制級

你的表情撩起了我的情慾/むつきら
ん作; 盧昀詩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01-4 (PDF) 限制級

老婆是石油王/鴣謨作; 巫白白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99-4 (PDF)
限制級

你是青鳥. 1/山田小桃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40-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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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青鳥. 1/山田小桃作; 曲冰熙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41-3
(EPUB) 普遍級
你就成為我的人吧?/Matsudaira Tetsu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810-8 (EPUB)
限制級
你遭難了嗎?/岡本健太郎原作; さが
ら梨々漫畫;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5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46-2 ( 第 10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即使如此依舊步步進逼. 2/山本崇一
朗 作 ; Niva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65-0 (EPUB) 普遍級
即便這是命運也不許熱愛!/雨戸るく
原作; 沖クロエ作畫; 都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01-6 (平
裝) 限制級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15-2 (平
裝) NT$200 限制級
我 來 幫 你 從 處 男 畢 業 吧 ?/Ichi
Ishikaw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99-9
(EPUB) 限制級
我的丈夫其實是女生/津島つしま原
作; 蔡孟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12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13-5 (平裝) 普遍級
我 的 上 司 是 色 慾 怪 物 !?/Yurin
Sakurab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11-5
(EPUB) 限制級
我的幸運 星之日常/HAHA 吉作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32-6 (平
裝) 普遍級
我的青梅竹馬/陵久美子作; 蘇涵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741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17/香月日輪
原作; 深山和香漫畫; 張紹仁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66-7 (EPUB) 普遍級

我的英雄學院. 31/堀越耕平作; 吳勵
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68-1 (EPUB)
普遍級

妖怪連絡簿. 26/綠川幸作; 尤靜慧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67-4 (EPUB)
普遍級

我的絕對無敵活力肌肉男/イクヤス
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22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68-4 (平裝) NT$150 限制級

妖怪調合者. 2/許瑞峰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14-8 (EPUB) 普遍級

我 們 的 三 人 家 庭 /akabeko 作 ;
KOSUKEN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69-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希望復仇的最強勇者透過闇之力展
開殲滅無雙. 1/斧名田マニマニ原作;
坂本あきら漫畫; 李俊銘譯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00-2 (EPUB) 普遍級
志狼先生請不要吃我!/鳴坂リン原作;
朔小方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5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40-6 (第 1 冊:平裝) 限制
級
我.破碎的.真理子/平庫ワカ作; 杜信
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967 (平裝) NT$130 普遍級
我 已 經 不 是 孩 子 了 唷 /sage. ジ ョ ー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24 面;

我們是新婚夫夫(或許). II/ちしゃの
実作; 劉維容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69-8 (EPUB) 普遍級
我們異常的形狀. 下/見多ほむろ作;
和靜清寂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76-0
(EPUB) 限制級
我們異常的形狀. 上/見多ほむろ作;
和靜清寂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75-3
(EPUB) 限制級
我偷偷把兄控巨乳妹妹吃掉了/クロ
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558 (平裝) NT$230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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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的孩子/赤坂アカ原作; 橫槍メ
ンゴ漫畫; 林香吟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6 .-- 220 面; 18 公分 .-ISBN 978-626-322-786-6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我被性癖怪異的男人盯上了。 /bov
作; 青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89-7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我發誓這是失算/南々子作; 平川遊
佐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68-8 (EPUB) 限制級
我發誓這是失算/南々子作; 平川遊
佐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尖 端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71-8 (PDF) 限制級
抖 S 上司的調教非常甜美/tsugum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812-2 (EPUB)
限制級
抖 S 主編的禁忌指導/山森ぽてと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77-7 (EPUB)
限制級
村祀. 9/山口讓司作; 林志昌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70-4 (EPUB) 限制級
杜鵑婚約. 5/吉河美希作; 澤野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57-26-9371-1 (EPUB) 普遍
級
狂賭之淵/河本ほむら原作; 尚村透
作畫;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2-762-0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763-7 (第 15 冊:平裝限定版)
普遍級
狂賭之淵雙/河本ほむら原作; 齋木
桂作畫; 御門幻流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2-760-6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761-3 (第 12 冊:平裝限定
版) 普遍級
男女錯位愛/うたみつほ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82-3 (EPUB) 限制級
男 友的沉默 溺愛管理 癖 /柑奈まち
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83-0 (EPUB) 限制
級
身心靈大全集/奇哥作 .-- 一版 .-- 臺
北市 : 慢工文化, 11106 .-- 12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973-6-0 (平裝)
普遍級
那個、我的 AV 讓妳高潮了嗎?: (※
前男優)主推偶像的指技過激又過癮/
佐堂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84-7 (EPUB) 限
制級

性少女孤兒院/リヒャルト.バフマン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32-9 (PDF)
限制級
性感 X 塑身/あちゅむち作; 蘇奕軒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78-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性愛到飽學園祭: 全校女生都得乖乖
聽我命令!/遥巴絵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85-4
(EPUB) 限制級

亞爾斯蘭戰記. 15/田中芳樹原作; 荒
川弘漫畫;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72-8 (EPUB) 普遍級

房客共有的性感管理員!/雨宮かよう
作 ; 曾 怡 華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5 .-- 17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32-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來自深淵: 官方創作集. 4/竹書房作;
伶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78-4 (EPUB)
普遍級

抵達了隨心所欲的場所/真白しろい
ろ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527 (平裝) NT$210 限制級

兩週.夏日.秘事/風緒作; 黛西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42-0 (EPUB)
限制級

於是,貓咪動情了/魚ともみ作; 趙聖
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981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兩週.夏日.秘事/風緒作; 黛西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43-7 (PDF)
限制級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博作; 陳秀玫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774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到床上去再來一碗 /Burari Tenjinch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79-1 (EPUB)
限制級

明里與他戀愛糾結中/鶴亀まよ作;
紅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22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33-8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和辣妹結菜醬一起 H/konomi 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56-5 (第 3 冊:
平裝) NT$250 限制級

明明人家想要到不行,哥哥卻總是不
插進來!/松阪剛志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88-5
(EPUB) 限制級

姐姐活: 被她包養/くすみ李央原作;
間 部 正 志 漫 畫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13-9 (EPUB) 限制級
幸會純真的你/酒井真由作; 木易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16-853-4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16-854-1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性少女孤兒院/リヒャルト.バフマン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31-2 (EPUB)
限制級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41-3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東方 Project 二次創作系列: 死神今日
亦划水度日/東方 Project 原作; あず
まあや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539-9 (平裝)
普遍級
東方醉蝶華: 食蓮眾的醉與醒/ZUN
原作; 水炊き漫畫; 霖之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冊 .-- ISBN 978-626-321-537-5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1-538-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東京卍復仇者. 9/和久井健作; 林志
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73-5 (EPUB)
普遍級
泥沼/ともち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36-3 (平裝) NT$140 限
制級
炎炎消防隊. 29/大久保篤作; 張紹仁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74-2 (EPUB)
普遍級
爸爸,我想和你生孩子/三雲譲作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90-8 (EPUB) 限制級
物要人使,屌要神使!?/佐々山彰作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91-5 (EPUB) 限制級
狗狗撞出的意外戀情/博士作; 蔡夢
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41-4 (EPUB)
限制級

明明少了我就不行: 這個男人,愛的
方式也超一流/真純想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14-6 (EPUB) 限制級

玩 物 戰 姬 ( 全 一 冊 )/ 吉 村 英 明 作 ;
Shaunte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44-6
(EPUB) 限制級

明明是你比我還要可愛一百倍/秋良
ろじ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89-2 (EPUB) 限
制級

盲愛危險物語(全一冊)/木沢さわき
作; Yu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80-7
(EPUB) 限制級

東大特訓班. 2/三田紀房作; 章澤儀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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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神降德/鬼野狐[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6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412-1 (精裝首刷附錄版)
普遍級

社會發生什麼事?公平:這樣分蛋糕
行不行?/素淵作; 金真花繪; 陳靖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8-75-5 (EPUB) 普遍級
空母伊吹/川口開治作; 泪紫音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17-3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芭蕉的芽/左萱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6 .--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658-7 (第 1 冊:平
裝) NT$240 普遍級
花香芬芳.../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29-9 (EPUB) 限制級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727 (平裝) 普遍級

- ISBN 978-957-26-9233-2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前不良少女船上拍賣不成遇見愛人
財兩得/もなか知弘作 .-- 臺北市 : 巴
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93-9 (EPUB) 限制級

星之彩/H.P 洛夫克拉夫特原作; 田邊
剛改編作畫;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6 .-- 19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73-50-6 (平裝)
NT$280 普遍級

前輩,一點也不輕浮嘛!?/飴乃吉吉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76-5 (平裝) 限制級

星之彩/H.P 洛夫克拉夫特原作; 田邊
剛改編作畫; 李彥樺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73-51-3 (EPUB) 普遍
級

前輩,一點也不輕浮嘛!?/飴乃吉吉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02-1 (EPUB) 限制級

星期一的豐滿(青版)/比村奇石作; 謝
子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57-26-93193 (第 4 冊:平裝) NT$200 普遍級

花香芬芳.../一宮夕羽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30-5 (PDF) 限制級

前輩,一點也不輕浮嘛!?/飴乃吉吉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03-8 (PDF) 限制級

金田一 37 歲之事件簿/天樹征丸原作;
佐藤文也漫畫;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52-3 ( 第 12 冊 : 平 裝 )
NT$130 普遍級

哈密瓜的滋味/絵津鼓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257-8 ( 上 冊 : 平 裝 )
NT$140 .-- ISBN 978-957-26-9258-5 (下
冊:平裝) NT$140 限制級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外傳: 犯人們之
事件簿.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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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75-9 (EPUB)
普遍級

恰如細語般的戀歌/竹鳩えく作; 小
天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76-7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柏拉圖式戀愛≠性愛/蒼宮カラ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76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75-8 (平裝) 限制級

指定出租男友/百瀬あん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57-26-9376-6 (EPUB) 普遍
級

柏拉圖式戀愛≠性愛/蒼宮カラ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04-5 (EPUB) 限制級

挑逗的關係/葛城かつら作; 李芸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8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11-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柏拉圖式戀愛≠性愛/蒼宮カラ作;
秦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05-2 (PDF) 限制級

故事說不停/五十嵐大介著; 黃鴻硯
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22-2
(EPUB) 普遍級

流放惡役千金的老公大人/古森きり
原作; なつせみ作畫; 鄭世彬翻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6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673 (平裝) 普遍級

阿宅的日常. 人造人篇= Otaku's daily
life/冰晝川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冰
晝川, 11105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83-4 (平裝) 普遍級
青春筆記本. 2/綾瀨羽美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44-4
(EPUB) 普遍級
青春筆記本. 2/綾瀨羽美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96-3
(PDF) 普遍級
青梅 竹馬從天 降代替月 亮懲罰 妳 :
XL 的巨無霸恕我無法奉陪/来栖マ
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592-2 (EPUB) 限制
級
青與紳士/秋平しろ作; KIYO.D 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232

故事說不停= はなしっぱなし新装
版/五十嵐大介著; 黃鴻硯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冊 .-ISBN 978-626-315-123-9 (上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315-124-6 (下
冊 : 平 裝 ) NT$280 .-- ISBN 978-626315-125-3 (全套:平裝) NT$560 普遍級
春夢水族館/non food 作; 灰陽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128

星期一的豐滿. 2/比村奇石作; 謝子
庭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77-3 (EPUB)
普遍級
昨日的美食/吉永史作; 蔡雅婷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851-0 (第
17 冊:平裝) 普遍級

流放惡役千金的老公大人. 1/古森き
り原作; なつせみ作 畫 ; 鄭世彬翻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13-7
(EPUB) 普遍級
流放惡役千金的老公大人. 1/古森き
り原作; なつせみ作 畫 ; 鄭世彬翻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14-4
(PDF) 普遍級

NT$160 .-- ISBN 978-957-26-9307-0 (第
2 冊:平裝) NT$160 限制級

派對咖孔明/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亮
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45-5 (第 9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背德的豪華郵輪亂交派對: 蜜月卻被
老外囚禁硬上!/優斗作 .-- 臺北市 : 巴
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94-6 (EPUB) 限制級

派對咖孔明. 5/四葉夕卜原作; 小川
亮漫畫;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42-1 (EPUB) 普遍級

苦學生斗真君的灰暗打工. 1+2/ベニ
子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25-1 (PDF)
限制級

相信自己想畫畫!!少年 JUMP 想告訴
大家的漫畫秘訣/週刊少年 JUMP 編
輯部作; 張紹仁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26-9326-1 (平裝) NT$260 普遍級

苦學生斗真君的灰暗打工. 1+2/ベニ
子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26-8
(EPUB) 限制級

科多.馬提斯斯 CORTOMALTESE: 鹹
海敘事曲/雨果.帕特(Hugo Pratt)作;
陳文瑤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
化, 11105 .-- 18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459-408-5 (精裝) NT$750 普
遍級
秋山小姐的賞鳥生活. 1/津田七節作;
何立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81-4 (EPUB) 普遍級
穿越羅浮宮= La traverse du Louvre/大
衛.普魯東(David Prudhomme)作; 喬一
樵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辣 ,
11106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780-4-7 (平裝) NT$500 普遍級

貞操觀念零分的女友人與夏日祭典/
水龍敬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4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17-6 (平裝) NT$250 限制級
重新再當一次你的新娘/京町妃紗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658-1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重新再當一次你的新娘. 1/京町妃紗
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15-1 (EPUB) 普遍級
重新再當一次你的新娘. 1/京町妃紗
作; 柚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16-8 (PDF) 普遍級

紅日之櫻. 2, 捉鬼專門店/邱瑞新作 .- 新北市 : 天虹, 11105 .-- 132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716-2-8 (平裝)
普遍級

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 vol.3/天野ど
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27-5 (PDF)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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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4-0-4 (PDF) 普遍級

風紀委員和風俗活動. vol.3/天野ど
ん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28-2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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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4-1-1 (EPUB) 普遍級

飛輪少年 UNLIMITED(愛藏版)/大暮
維人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2721 (第 1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9273-8 (第 2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9274-5 (第 3 冊:平
裝) NT$260 .-- ISBN 978-957-26-92752 (第 4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9276-9 (第 5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9277-6 (第 6 冊:平
裝) NT$260 .-- ISBN 978-957-26-9278-

美好結局/おげれつたなか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4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53-0 (第
2 冊:平裝) NT$150 限制級
美妝搭檔情人/楢島さち作; 猴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306-3 ( 第 1 冊 : 平 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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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7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9279-0 (第 8 冊:平裝) NT$260 .- ISBN 978-957-26-9280-6 (第 9 冊:平
裝) NT$260 .-- ISBN 978-957-26-92813 (第 10 冊:平裝) NT$260 普遍級
凍結地球/辻次夕日郎作; 杜信彰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08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215-8 (第 1 冊:
平裝) NT$130 普遍級
凌晨 2 點的悖德關係/円路作; 李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82-0 (平
裝) NT$150 .-- ISBN 978-957-26-92837 (平裝首刷限定版) NT$170 限制級
夏娃的祕語/仲野惠美子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45-1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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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46-8
(EPUB) 普遍級
拳願阿修羅/三肉必起.牙霸子原作;
達露沒恩作畫; 沙輪忍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23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75-0 (第 27
冊:平裝) 普遍級
時光當舖: 思念物的繾綣(漫畫版)/千
川原作; 葉澄漫畫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1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15-9 (第 2 冊:平裝) 普遍
級
海盜戰記 VINLAND SAGA. 24/幸村
誠作; 林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78-0 (EPUB) 普遍級
烏之丘 Don't be shy!!/夕倉亞希作; 某
批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5 .-- 20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78-9 (第 2 冊:平裝) 限制級
烏之丘 Don't be shy!!. 2/夕倉亞希作;
某批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17-5 (EPUB) 限制級
烏之丘 Don't be shy!!. 2/夕倉亞希作;
某批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18-2 (PDF) 限制級
烏洛波洛斯的共鳴. 後篇/大庭アキ
ル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237 (平裝) NT$210 限制級
特務同盟. 5/飄緹亞作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15-5 (EPUB) 普遍級
真的非常抱歉主人/かろちー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62-6 (第 3 冊:
平裝) NT$240 限制級
真的非常抱歉主人. 2/かろちー作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44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14-5 (平裝)
NT$260 限制級
真晝的睡美人(全一冊)/杏作; MON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82-1 (EPUB)
限制級
真實之吻留待加班後/梅田かいじ,
逢咲みさき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95-3
(EPUB) 限制級
破曉之歌. 2/ユノイチカ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83-8 (EPUB)
限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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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16-6 (第 26 冊:平裝) 普
遍級
神林部長的戀人契約: 和他 H 太舒服
已經不行了 xxx/阿部摘花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96-0 (EPUB) 限制級

純情砲友想被愛(全一冊)/蓮山田れ
ん作; 和靜清寂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84-5 (EPUB) 限制級
逆轉男友: 忠僕 x 傲慢王子/Kotareko
Ao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86-9
(EPUB) 限制級
迷宮飯. 11/九井諒子作; 謝孝薇譯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685-2 (EPUB) 普遍
級
偽善的兩極/はる作; 夜原優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82-6 (平
裝) 限制級
偽裝與欺騙/kabeko 作; 蔡夢芳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6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295-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做到懷孕為止的婚姻: 和美女醫生的
做人生活/Hiroyoshi Kir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15-3 (EPUB) 限制級
副聲道非常煩人. 1/英子作; 黃怡菁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87-6 (EPUB)
限制級
國王和貓之秘寶/鰍ヨウ作; 杜信彰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0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37-0 (平
裝) NT$140 普遍級
國王排名. 12/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
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82-4 (EPUB)
普遍級

秘密在擁吻中洩漏了(新裝版). 5/篁
アンナ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79-7 (EPUB) 普遍級

國王排名. 12/十日草輔作; 賴思宇
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83-1 (PDF)
普遍級

純情悖德論: 本是異性戀的我交了抖
M 男友後開始玩起了 4P/黒豆カヌレ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71-5 (EPUB)
限制級

執著攻: 前金字塔底層者×前金字塔
頂端者/yoshizuka mayako 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88-3 (EPUB) 限制級

純情悖德論: 乳頭凹陷的我和抖 S 的
同學復合後開始玩起了 4P/黒豆カヌ
レ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672-2 (EPUB)
限制級

寄生蟲 諾亞/慧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22-0 (第 1 冊:平裝) NT$240
限制級
寄生蟲 諾亞/慧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56 面; 26 公分 .-130

ISBN 978-626-331-153-4 (第 2 冊:平裝)
NT$250 限制級
強制進入角色扮演色色: 溺愛系年上
男的糟糕性癖/みさき乙葉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97-7 (EPUB) 限制級
強勢演員的私密願望/山田パン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230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從一開始的戀人遊戲(全一冊)/夏原
サイケ作; 鍾明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25-5 (EPUB) 限制級
從此以後...粉絲也能這樣愛王子?:
出租男友的寵溺怎樣也停不下來/は
やせ慶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598-4 (EPUB)
限制級
悠久的娼女精靈 <<夢幻>>. 中篇/う
さぎなご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49-7 (EPUB) 限制級
悠久的娼女精靈 <<夢幻>>. 中篇/う
さぎなご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50-3 (PDF) 限制級
悠久的娼女精靈<<毒蛇>>/うさぎな
ごむ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18-3 (平裝) NT$210 限制級
掠奪者/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冊 .-- ISBN 978-626-321-511-5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512-2
(第 19 冊:平裝) 普遍級
啟示錄四騎士. 2/鈴木央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80-3 (EPUB)
普遍級
晨 曦 公 主 .
33/MIZUHO
KUSANAGI(草凪みずほ)作; 黃依齡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81-0 (EPUB)
普遍級
欲速則不達?/S 井ミツル作; 加奈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82-7 (EPUB) 普遍
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83-4 (EPUB) 普遍級

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18-7 (EPUB) 普遍級

殺手寓言/南勝久作; 平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冊 .-ISBN 978-626-316-919-7 (第 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16-920-3 (第 8 冊:
平裝) 普遍級

異世界泡泡澡堂輝夜. 3/猪熊しのぶ
作 ; 夏 德 爾 譯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22-4 (EPUB) 限制級

被腳尖俘虜的忠僕/motteke 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17-0 (EPUB) 限制級

淡河花憐輕咬著/藤谷陽子[作]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24-8 (EPUB) 普遍級
淡河實永忍得很難過/藤谷陽子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23-1 (EPUB)
普遍級
淫亂人妻的 NTR 治療: 背著深愛的
丈夫被陌生男人幹到高潮...!/綾乃る
み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816-0 (EPUB)
限制級
現在,正在談戀愛。. 2/八田鮎子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47-5 (PDF) 普遍級
現在,正在談戀愛。. 2/八田鮎子作;
瓜子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48-2 (EPUB) 普遍級
甜蜜香草豆/八神星子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6635 (平裝) 普遍級
甜蜜香草豆/八神星子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11-3
(EPUB) 普遍級
甜蜜香草豆/八神星子作; 陳幼雯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712-0 (PDF)
普遍級
異人茶跡. V/張季雅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6 .-- 29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660-0 (平裝)
NT$280 普遍級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殆ど死んでいる
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角川,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ISBN 978-626-321-518-4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異 世 界 魔 術 師 不 用 詠 唱 魔 法 THE
COMIC/もち原作; こつぱむ漫畫; 梁
勝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74-3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組長女兒和保姆/つきや作; CHIK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1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22773-6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終末的女武神. 5/アジチカ作畫; 梅
村真也原作;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84-1 (EPUB) 普遍級

被 夢魔美食 家寵愛 著 / 星名あんじ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47-3 (EPUB)
限制級
被 夢魔美食 家寵愛 著 / 星名あんじ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48-0 (PDF)
限制級
這種配對真的會爆紅嗎?/75 作 .-- 臺
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99-1 (EPUB) 限制級
這樣的 Ω 我可以保護他 24 小時/小
鴨作; 潘琳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65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95-8 (平裝) 限制級
連命運都屏住呼吸/滝端[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17-7 (EPUB) 限制級

處女老師無處可逃!. 1/千野遥作; 柚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49-9 (PDF) 普遍級

都是因為他說我很可愛(全一冊)/春
田[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818-4
(EPUB) 限制級

處女老師無處可逃!. 1/千野遥作; 柚
子 譯 .-- 初 版 .-- 臺 南 市 : 長 鴻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50-5 (EPUB) 普遍級

野獸都該死/LEE Hyeon-sook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威向, 11106 .-- 冊 .-ISBN 978-986-505-255-3 (第 3 冊:平裝)
NT$380 .-- ISBN 978-986-505-256-0 (第
4 冊:平裝) NT$380 限制級

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佐藤真登原作;
三ツ谷亮漫畫; 譚志瑋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84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69-9 (第 2 冊:
平裝) 普遍級
被 30cm 的巨物搞到高潮: 哥哥,那麼
大的東西進不來啦...!/るるキチ作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719-4 (EPUB) 限制
級

異世界召甘. V, 精靈的媽媽是你喜歡
的菜嗎?/あんざゆう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5 .-- 3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13-8 (平裝) NT$230 限
制級

被背叛的 S 級冒險者決定跟心愛的
奴隸們組成奴隸後宮公會/柊咲原作;
川田暁生漫畫; 李俊銘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60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72-9 (第 1 冊:
平裝) 限制級

異世界失格. 1/野田宏原作; 若松卓
宏漫畫; 張芳馨譯 .-- 臺北市 : 東立,

被虐狂女子與令人失望的女王大人.
1/狐ヶ崎作; 小天野譯 .-- 臺北市 : 青
131

野蠻系王子的可愛之處/Natsu Ueda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16-3 (EPUB)
限制級
野蠻情人/山本小鉄子作; KUMAKO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17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9-234-5 (第 14 冊:平裝) 限制級
最大音量的嬌喘聲/望月うた作; 趙
聖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21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20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最弱的魔物使從撿垃圾開始. 1/ほの
ぼのる 500 原作; 蕗野冬漫畫; 志野
忍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15-6 (EPUB)
普遍級

最高機密 season 0. 9/清水玲子作; 尤
靜慧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86-5
(EPUB) 普遍級
尋味千古: 食物語美術設定集/食物
語手遊項目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256 面; 29 公分 .- ISBN 978-626-321-540-5 (平裝) 普遍
級
尋神的旅途/高山しのぶ作; 秦不虫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14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006666-6 (第 14 冊:平裝) 普遍級
惡役千金的第 94 次轉生好像成為女
主角了。. 1/柊一葉原作; 高内藤花
漫畫;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51-2 (EPUB) 普遍級
惡役千金的第 94 次轉生好像成為女
主角了。. 1/柊一葉原作; 高内藤花
漫畫; lingosou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52-9 (PDF) 普遍級
惡魔契約/ハル作; 陳家恩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85-8 (EPUB) 普遍級
惡魔契約: 他的壞心眼愛情/ハル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08-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援助交配. 12/たくの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45-9 (EPUB) 限制級
援助交配. 12/たくのみ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46-6 (PDF) 限制級
森林裡的熊先生,冬眠中。/ハルチカ
作; 青文, Galassia 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6 .-- 160 面; 18 公分 .-ISBN 978-626-322-788-0 (第 1 冊:平裝)
限制級
棒球大聯盟 2nd/滿田拓也作; yoshik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168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771-2 (第 22 冊:平裝) 普遍級
渴望愛情的心與兔子病/日巻いと作;
ALAT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800-9 (平裝) 限制級

無 人 島 JK! 太 好 上 啦 吉 村 同 學 !.
volume. 3, 大家一起 NTR 篇/トイレ
籠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56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589 (平裝) NT$260 限制級
無 人 島 JK! 太 好 上 啦 吉 村 同 學 !.
volume. 4/トイレ籠作 .-- 臺北市 : 買
動漫, 11106 .-- 2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59-6 (平裝) NT$210 限
制級
無限住人: 幕末之章. 4/滝川廉治作;
弁天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14-9
(EPUB) 普遍級
無能力者娜娜/るーすぼーい原作;
古屋庵漫畫; 夏德爾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25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520-7 (第 8
冊:平裝) 普遍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90-2 (EPUB) 普遍級
超七龍珠英雄 宇宙大霹靂任務!!!/永
山由貴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200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238-7 (第 3 冊:平裝) NT$105
普遍級
超人力霸王 ULTRAMAN/下口智裕,
清水栄一作; 吳勵誠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259-2 ( 第 18 冊 : 平 裝 )
NT$110 普遍級
超昂大戰 起點/アリスソフト作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1-143-5 (EPUB) 限制
級
超昂大戰 起點/アリスソフト作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1-144-2 (PDF) 限制級

無價之畫: 巴黎的追光少年. 下/HOM
漫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56-3 (EPUB) 普遍級

超級舒服的對吧?/みどり葵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1-141-1 (EPUB) 限制
級

無敵怪醫 K2. 34/真船一雄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88-9 (EPUB)
普遍級

超級舒服的對吧?/みどり葵作 .-- 臺
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1-142-8 (PDF) 限制級

無敵怪醫 K2. 35/真船一雄作; 林志昌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89-6 (EPUB)
普遍級
發 情 ?! 加 油 啊 巴 巴 拉 醬 / ひ な た 悠
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24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19-0 (平
裝) NT$190 限制級
硬派隊長雌性暴露 BLACK OUT(全
一冊)/四方月ろーど作; 都雪譯 .-- 臺
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13-2 (EPUB) 限制級
策略婚姻別有居心/神矢純, 惣領莉
沙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9-600-4 (EPUB) 限制
級
結婚吧,我的放蕩戀人/むろ文子作;
陳家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35-6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虛構推理. 15/城平京原作; 片瀬茶柴
漫畫; 江昱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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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這麼近怎麼談戀愛/中田アキラ
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99-6 (平裝) 限制級
進擊的巨人(全彩版). 1/諫山創作; 林
志昌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91-9
(EPUB) 普遍級
開始當爸爸的兩人 more/汐にがり作;
亞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20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64-4 (平裝) 限制級
黑色五葉草/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240-0 (第 32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黑色五葉草. 29/田畠裕基作; 趙秋鳳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92-6 (EPUB)
普遍級
催眠麥克風: Before The Battle: The
Dirty Dawg. 4/EVIL LINE RECORDS
原作; 鴉月琉一漫畫; 尤靜慧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93-3 (EPUB) 普遍級

- 4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31161-9 (平裝) NT$240 限制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02-8 (EPUB) 限制級

嫁過來的妻子總是在諂笑. 1/マツモ
トケンゴ作; 郭子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95-4 (PDF) 普遍級

愛欲調教/上川きち作; 加奈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28-5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聖巫女的守護者/友藤結作; 王杉珊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230-1 (第
1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嫁過來的妻子總是在諂笑. 1/マツモ
トケンゴ作; 郭子菱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96-1 (EPUB) 普遍級

愛與欲望的小夜曲/葦原旭作; 灰陽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62-2 (平
裝) NT$140 限制級

試證明理科生已墜入情網。. 4/山本
アリフレッド作; 王杉刪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95-7 (EPUB) 普遍級

嫉妒使愛面露愁容/汀えいじ作;
midor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98-9 (平裝) 限制級

愛說謊的老師與尋死者: 代價就用身
體來償還吧/motteke[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19-1 (EPUB) 限制級

路 人 系 男 子 的 格 差 戀 愛 。 /Non
Nanat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34-7
(EPUB) 限制級

感傷星屑/四宮和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674-6 (EPUB) 限制級

愛獸/吉永だらお作; LYT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53-6 (PDF)
限制級

跳舞的笨蛋與腐敗的壞人/おかねソ
ラ作; HARU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2758-3 (上冊:平裝) .-- ISBN 978-626322-759-0 (下冊:平裝) 限制級

感傷星屑/四宮和作; 都雪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97-2 (平
裝) 限制級
想不想體驗專業的性愛?: 甜蜜多汁
的進攻弄到妳想要/hacone 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12-5 (EPUB) 限制級
想和你多說說話。/河村りの原作;
七瀬はし漫畫;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329-2 (第 1 冊:平裝) NT$140 .-- ISBN
978-957-26-9330-8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想品嘗如乾杯般的親吻/Himeki 作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737-8 (EPUB) 普遍
級
愛你親切笑著的臉龐/あじゃん作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1-139-8 (EPUB) 限制
級
愛你親切笑著的臉龐/あじゃん作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1-140-4 (PDF) 限制級
愛玩在鐘響之後(全一冊)/オオタコ
マメ作; 鍾明秀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36-1 (EPUB) 限制級
愛情傳教士. 番外篇. 1, 相撞的話就
能盡情射射!幸運愛愛的世界/赤月み
ゅうと作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愛獸/吉永だらお作; LYT 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56-7 (EPUB)
限制級
新 鮮 現 榨 的 無 人 島 之 戀 /nonki
suzumoto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35-4
(EPUB) 限制級
會長島耕作/弘兼憲史著; 耘希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12-8 (第
13 冊:平裝) 限制級
極品淫魔/矼房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6 .-- 24 面; 26 公分 .-ISBN 978-626-331-154-1 ( 平 裝 )
NT$210 限制級
煙與蜜/長蔵ヒロコ作; 蒼貓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5191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當我和(前)本命開始同居。/ななし
ののん, 秋屋すみ作 .-- 臺北市 : 巴比
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01-1
(EPUB) 限制級
當鋪千金的珠寶盒. 5/二ノ宮知子作;
蔡夢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94-0
(EPUB) 普遍級
碰到身體就高潮連連?: 後輩的親密
肢體接觸激烈又 H/原口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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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下,但別舔我: 他那炙熱的舌尖/AJI
DOUMORI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21-4 (EPUB) 限制級
達爾文遊戲/FLIPFLOPs 作; 陳鈞然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626-322770-5 (第 20 冊:平裝) 普遍級
隔 壁 的 他 發 出 啊 嗯 ... 的 嬌 喘
聲!?/Goro Enok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33-0 (EPUB) 限制級
嘆息亡靈想隱退: 最弱獵人打造最強
隊伍/槻影原作; 蛇野らい漫畫; 游非
凡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6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974 (第 1 冊:平裝) NT$130 普遍級
對不起,請你愛我/せがわ奈央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5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315 (平裝) NT$140 限制級
徹底掉進超完美青梅竹馬的甜蜜陷
阱/megu momonagi 作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32-3 (EPUB) 限制級
漫畫版名人傳: 在日記中祈求和平的
少女: 安妮.法蘭克/大塚信監修; 梶原
NIKI 漫畫; 連雪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小角落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88-79-3 (EPUB) 普遍
級

監禁倉庫/Killa+Whale 著 .-- 初版 .-新北市 : 威向, 11106 .-- 冊 .-- ISBN
978-986-505-253-9 ( 第 4 冊 : 平 裝 )
NT$380 .-- ISBN 978-986-505-254-6 (第
5 冊:平裝) NT$380 限制級
監獄漫畫家/謬齡大叔[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 ISBN 978-957-269264-6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9265-3 (第 3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普遍級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68-2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978-626-95780-3-0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蒼龍的僕人. 白銀之龍篇. 0/千歲四
季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54-3 (PDF) 普遍級

談場普通的戀愛/テラシマ作; 風花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20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96-5 (平裝) 限制級

蒼龍的僕人. 白銀之龍篇. 0/千歲四
季作; Akane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
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55-0 (EPUB) 普遍級

誰才是惡鬼?: 好色除魔師和落入魔
掌的鬼/夏野はるお作; 游非凡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21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325-4 (平裝)
NT$140 限制級

綻放光彩,戀情自來: 鄉下王子大亂
鬥/原明日美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
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03-5
(EPUB) 限制級

辣妹與社畜: 比悲傷茱麗葉還更加要
死不活的懦弱上班族/光晴ねね作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05-9 (EPUB) 限制級

綠之歌: 收集群風(套書)/高妍著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27-7 (EPUB)
普遍級

銀河英雄傳說. 19/田中芳樹原作; 藤
崎竜漫畫; 沈嘉瑋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31-6 (EPUB) 普遍級

綠之歌: 收集群風. 下/高妍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29-1 (EPUB)
普遍級

劍魂綺想錄/尹思然作 .-- 1 版 .-- 臺北
市 : 尖端, 11106 .-- 202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316-914-2 (第 3 冊:平裝)
普遍級

綠之歌: 收集群風. 上/高妍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28-4 (EPUB)
普遍級

嘴巴上說不要,其實身體很享受吧:
發情 ABO 世界觀/西臣匡子作; 李俊
銘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紳 士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54-9 (PDF) 限制級

綠之歌: 收集群風= 緑の歌: 収集群
風/高妍著 .--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5-1192 (上冊:平裝) NT$350 .-- ISBN 978626-315-120-8 (下冊:平裝) NT$350 .-ISBN 978-626-315-121-5 (全套:平裝)
NT$700 普遍級
與人連結的啪啪派對/秋白秋乃作;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51-8 (EPUB) 限制級
與人連結的啪啪派對/秋白秋乃作;
熊次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紳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52-5 (PDF) 限制級
與政治聯姻的老公大人(暫定)先戀
愛再結婚。/白雪しおん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04-2 (EPUB) 限制級
與變成異世界美少女的大叔一起冒
險/津留崎優原作; 池澤真漫畫; 弁天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墮落為女僕的女士/朝凪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37-4 (EPUB) 限制級
墮落為女僕的女士/朝凪作 .-- 臺北
市 : 買動漫,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1-138-1 (PDF) 限制級
廢天使加百列/うかみ作; Y.S.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13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1510-8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影宅/ソウマトウ作; 陳鈞然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67-5 (第
9 冊:平裝) 普遍級
憂國的莫里亞蒂/コナン.ドイル原
案; 三好輝漫畫; 吳勵誠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5 .-- 200 面; 17 公分 .-ISBN 978-957-26-9242-4 (第 17 冊:平
裝) NT$105 普遍級
潮浪群雄: 那群做電影的人/小莊
Sean Chuang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大
辣, 11106 .-- 160 面; 23 公分 .--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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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反派不能談戀愛?/深山キリ, 葉
月クロル, 山下ナナオ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606-6 (EPUB) 限制級
踢開擺盪的心/夏來十歩作; 巫白白
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006673-4 (平裝) 限制級
輝夜傳/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0-6657-4 (第
7 冊:平裝) 普遍級
輝夜傳. 7/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695-6 (PDF)
普遍級
輝夜傳. 7/齊藤千穗作; 盧昀詩譯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0-6706-9 (EPUB)
普遍級
鄰座的外星人同學/misumi 作 .-- 臺北
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30-9 (EPUB) 限制級
養在深閨的千金小姐、相親結婚樂
不可支: 一見鍾情的政治聯姻/幸姫
ピチコ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07-3 (EPUB)
限制級
學姐對我做的事. 2/笹森トモエ作 .-臺北市 : 買動漫, 11105 .-- 32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31-116-9 (平裝)
NT$220 限制級
學姊是男孩/ぽむ作; 蔡夢芳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6 .-- 15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66-0 (第 1 冊:平
裝) NT$180 普遍級

學霸室友的課後輔導/凜玥作 .-- 臺北
市 :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9-569-4 (EPUB) 限制級

彌達斯的觸摸/上原あり作; 藤崎ス
グル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03-6 (PDF) 限制級

戰隊大失格/春場葱作; 江昱霖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
分 .-- ISBN 978-957-26-9249-3 (第 5 冊: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彌達斯的觸摸/上原あり作; 藤崎ス
グル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904-3 (EPUB) 限制級

擅長逃跑的殿下/松井優征作; 陳姿
君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7 公分 .-- ISBN 978-957-26-92417 (第 5 冊:平裝) NT$100 普遍級

簡易的墮落羅曼史. 4/赤原ねぐ, 瀬
森菜々子作; 刻托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96-4 (EPUB) 限制級

擁有超廢技能「沒存在感」的公會
職員其實是傳奇刺客/ケンノジ原作;
荒木風羽漫畫; 賴詠新譯 .-- 初版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96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66-8 (第 1 冊:
平裝) 普遍級

翻到下一頁之前/文川じみ作; 崎兒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22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27-8 (平
裝) NT$150 限制級

機動戰士海盜鋼彈 DUST/矢立肇, 富
野由悠季原作; 長谷川裕一漫畫; 九
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1-5139 (第 11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514-6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1-515-3 (第 13 冊:平裝) 普遍級
蕉兵戰時記/陳中寧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6 .-- 17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19-659-4 (平裝)
NT$240 普遍級
親吻來世的你(全一冊)/灰田ナナコ
作; midori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29-3
(EPUB) 限制級
鋼鐵與迅雷/小鬼 36℃作; 游若琪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65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941 (平裝) 限制級
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天野明作; 平
川遊佐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33-3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龍騎士團中只有我是貓騎士: 上班族
磯邊和寵物貓魚丸的異世界生活
/Oze Haruca 作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22-1 (EPUB) 普遍級
優等生的祕密工作. 3/あずまゆき作;
捲毛太郎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46-0
(EPUB) 限制級

職場裡太耀眼的兩人. 1/ma2 作; 志野
忍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28-6 (EPUB)
普遍級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鴉
びえろ原作; 南高春告漫畫; 倚風沐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160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87-3 (第 1 冊:平裝) 普遍級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 走投無路!. 瀕臨毀滅篇/
山口悟原作; nishi 漫畫; 霖之助譯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9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651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雙愛自殺/トジツキハジメ作; 鍾明
秀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青 文 ,
11106 .-- 165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93-4 (平裝) 限制級
騎乘之王/馬場康誌作; 陳姿君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
分 .-- ISBN 978-957-26-9247-9 (第 8 冊:
平裝) NT$140 普遍級
壞少年/LEE Hyeon-sook 著 .-- 初版 .-新北市 : 威向, 11106 .-- 冊 .-- ISBN
978-986-505-257-7 ( 第 3 冊 : 平 裝 )
NT$260 .-- ISBN 978-986-505-258-4 (第
4 冊:平裝) NT$260 限制級
壞 心 紳 士 的 戀 愛 指 南 /matsuo isam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26-2 (EPUB)
限制級
關於那些永無止盡的不幸故事(新裝
版)/緒川千世作; 陳姿君譯 .-- 臺北市 :
135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87-2 (EPUB) 普遍級
霧島繪美大人的新人教育/浅ひるゆ
う作; 賴詠新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文, 11106 .-- 16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92-7 (平裝) 限制級
寶總監西行記. 3, 斬斷美國世間情/
寶總監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原動力,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9-40-1 (EPUB) 普遍級
攜手迎向幸福結局/花川ちと作; 趙
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6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67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蠢蠢欲動的村井先生讓人無法自
拔!/takahashitutuji 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41-5 (EPUB) 限制級
鐵界戰士. 3/墨佳遼作; 張紹仁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57-26-9397-1 (EPUB) 普遍
級
魔 法 少 女 小 圓 ( 完 全 版 )/Magica
Quartet 原作; ハノカゲ作畫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332-2 (上冊:平裝) NT$300 .-ISBN 978-957-26-9333-9 (下冊:平裝)
NT$300 普遍級
魔法少年賈修(完全版). 2/雷句誠作;
李文軒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98-8
(EPUB) 普遍級
歡迎光臨自助洗衣店/椿ゆず原作;
缶爪さわ漫畫; 翁蛉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18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34-6 ( 第 2 冊 : 平 裝 )
NT$140 限制級
聽說你們要結婚!?/若木民喜作; 御門
幻流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16-918-0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戀愛(少女)的培育法. 1/万丈梓漫畫;
陳律吟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39-2
(EPUB) 普遍級
戀愛禁區. 1/DANBI 著; 蔡宛育譯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51-4
(PDF) 普遍級

戀愛禁區. 2/DANBI 著; 蔡宛育譯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52-1
(PDF) 普遍級
戀愛廚房!. 2/カキネ作; 呂郁青譯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738-5 (EPUB) 限制
級
戀獄奇憚: S 系騎士與淫蜜的誓言/七
里慧編著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23-8
(EPUB) 限制級
變態狂野菁英無預警愛上撲克臉: 看
見她的欲仙欲死我就情不自禁想欺
負?/毒一作 .-- 臺北市 : 巴比樂視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9-608-0 (EPUB)
限制級
讓我在星期五向你告白/鈴白ねりた
作; KOSUKEN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234-9 (平裝) NT$140 限制級
觀音心 妙善情/陳金龍原作 .-- 初版 .- 臺北市 : 玄宇宙國際開發, 11105 .-160 面 ; 25 公 分 .-- ISBN 978-62695864-0-0 (第 3 冊:平裝) NT$380 普遍
級
讚啦!光源氏: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est
em 作; 龔持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黑白文化, 11105 .-- 192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95325-7-5 (第 5 冊:平
裝) NT$250 普遍級

ISBN 978-626-329-237-6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Fix/臥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
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91-0-3 (PDF) 普遍級

小說及雜文

Who’s Your Daddy?誰是你爸爸?. 下
/Jang Ryang 作; Sashimi 繪; 鮭魚粉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8-3-0
(EPUB) 普遍級

<Infinite Dendrogram> -無盡連鎖-. 16,
自黃泉歸來的可能性/海道左近作;
黃則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226-4
(EPUB) 普遍級
(修復)技能既然變成了萬能作弊招
式,乾脆開間武器店吧. 1/星川銀河作;
AKI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225-7
(EPUB) 普遍級
(新譯)夏目漱石: 英倫見學之後/夏目
漱石作; 侯詠馨譯; 莊汶錡朗讀 .-- 臺
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4 .-- 約 25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98-9
(線上有聲書(MP3)) NT$280 普遍級
55 歲開始的 Hello Life/村上龍著; 張
智淵譯 .-- 第二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36-6 (EPUB) NT$380 普遍級
虬龍傳. 第二冊/幻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93-3 (PDF)
NT$300 普遍級
虬龍傳. 第三冊/幻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94-0 (PDF)
NT$300 普遍級

毘沙門天鍾愛的男孩/黒井モリー作;
趙秋鳳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176 面; 18 公分 .-- ISBN 978-957-269337-7 (平裝) NT$140 限制級

AE 事件簿. 3, 人間地獄/喬許.蘭昂作;
[朱崇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
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47-7 (PDF) 普遍級

浣花曲/蝴蝶 Seba 原著; 曉君, 釋鷲雨
漫畫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館,
11106 .-- 14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7018-58-8 (第 1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Bright/鄭秀妍作; 曾倚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11-2 (EPUB)
普遍級

誆 騙 我 的 軟 弱 之 人 /Ichi
Ishikawa[作] .-- 臺北市 : 青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820-7
(EPUB) 限制級
殭屍 100: 在成為殭屍前要做的 100
件事/麻生羽呂原作; 高田康太郎作
畫; 王明聖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
灣東販, 11105 .-- 160 面; 18 公分 .--

D 級冒險者的我,不知為何受邀加入
勇者團隊,還被公主纏上了/白青虎猫
作 ; 何 宜 叡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4237 (第 1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9424-4 (第 1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
遍級
Fix/臥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
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59-7-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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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 Your Daddy?誰是你爸爸?. 上
/Jang Ryang 作; Sashimi 繪; 鮭魚粉譯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 : 朧月書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39-9-8 (EPUB) 普遍級
一九八四/喬治.歐威爾作; 吳妍儀譯;
夏治世朗讀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4 .-- 約 72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09-0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一 九四二未 來戰艦基 隆號 / 洪宗賢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87-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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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2-356-1 (PDF) 普遍級
九龍刀. 第一冊/歐陽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81-7
(PDF) NT$300 普遍級
九龍刀. 第二冊/歐陽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95-4
(PDF) NT$300 普遍級
九龍刀. 第三冊/歐陽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17-3
(PDF) NT$300 普遍級
人上人. 下冊/梅山遊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74-2 (PDF)
NT$300 普遍級
人上人. 上冊/梅山遊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73-5 (PDF)
NT$300 普遍級
*人間閻王. 下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77-6 (PDF)
NT$300 普遍級

*人間閻王. 上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52-3 (PDF)
NT$300 普遍級
*人頭塔. 第一冊/羽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01-1 (PDF)
NT$300 普遍級
*人頭塔. 第二冊/羽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22-6 (PDF)
NT$300 普遍級
*人頭塔. 第三冊/羽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44-8 (PDF)
NT$300 普遍級
*人頭塔. 第五冊/羽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33-2 (PDF)
NT$300 普遍級
*人頭塔. 第四冊/羽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41-7 (PDF)
NT$300 普遍級

冊 .-- ISBN 978-957-26-9414-5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957-26-9415-2 (第 3
冊:平裝首刷附錄版) 普遍級
千門. 一, 千門之門/方白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01-3
(EPUB) 普遍級
千門. 二, 千門之花/方白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02-0
(EPUB) 普遍級
大君凶猛/小明太難了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4 .-- 冊 .-ISBN 978-626-311-746-4 (第 13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471 (第 14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48-8 ( 第 15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49-5 (第
16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50-1 (第 17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八寶圖. 第一冊/洪嘯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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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冊 .-ISBN 978-626-325-652-1 (第 1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53-8 (第 1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54-5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55-2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56-9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八寶圖. 第二冊/洪嘯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87-8 (PDF)
NT$300 普遍級

*大風劍. 下冊/武漢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365-6 (PDF)
NT$300 普遍級

*八寶圖. 第三冊/洪嘯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61-8 (PDF)
NT$300 普遍級

*大風劍. 上冊/武漢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317-5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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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3-22-6 (EPUB) 普遍級

大夏斬妖人/浮兮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624-8 (第 5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651-4 (第 6 冊:平裝)
普遍級

三六六.日日賞讀之二: 古典詩詞美
麗世界(唐至清代)/夏玉露編注 .-- 初
版 .-- 新北市 : 朵雲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809-4-7
(EPUB) NT$286 普遍級
三國/李慕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77-1 (PDF) 普遍級
上古守則的魔法騎士/羊太郎作; 劉
仁倩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大悲令. 第一冊/鳴雷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90-5 (PDF)
NT$300 普遍級
*大悲令. 第二冊/鳴雷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09-4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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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令. 第三冊/鳴雷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30-8 (PDF)
NT$300 普遍級
*大悲令. 第五冊/鳴雷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08-7 (PDF)
NT$300 普遍級
*大悲令. 第四冊/鳴雷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12-4 (PDF)
NT$300 普遍級
大齊仙差/海岸邊的船隻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ISBN 978-626-325-625-5 (第 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26-2 (第 2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627-9 (第 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28-6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大隱. 1/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56-5 (EPUB) 普遍級
大隱. 10/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57-2 (EPUB) 普遍級
大隱. 11/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58-9 (EPUB) 普遍級
大隱. 12/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59-6 (EPUB) 普遍級
大隱. 13/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60-2 (EPUB) 普遍級
大隱. 14/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61-9 (EPUB) 普遍級
大隱. 15/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62-6 (EPUB) 普遍級
大隱. 16/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88-6 (EPUB) 普遍級
大隱. 17/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63-3 (EPUB) 普遍級
大隱. 18/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64-0 (EPUB) 普遍級

大隱. 19/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65-7 (EPUB) 普遍級

大隱. 6/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81-7 (EPUB) 普遍級

ISBN 978-626-95941-1-5 (下卷:平裝)
NT$435 .-- ISBN 978-626-95941-2-2 (全
套:平裝) NT$870 限制級

大隱. 2/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66-4 (EPUB) 普遍級

大隱. 7/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82-4 (EPUB) 普遍級

大隱. 20/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67-1 (EPUB) 普遍級

大隱. 8/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83-1 (EPUB) 普遍級

五行神龍. 第一冊/歐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77-0
(PDF) NT$300 普遍級

大隱. 21/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68-8 (EPUB) 普遍級

大隱. 9/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84-8 (EPUB) 普遍級

大隱. 22/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69-5 (EPUB) 普遍級

大魏聖主/七月未時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594-4 (第 12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595-1 (第 1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96-8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97-5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大隱. 23/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70-1 (EPUB) 普遍級
大隱. 24/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71-8 (EPUB) 普遍級
大隱. 25/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72-5 (EPUB) 普遍級
大隱. 26/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73-2 (EPUB) 普遍級
大隱. 27/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74-9 (EPUB) 普遍級
大隱. 28/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75-6 (EPUB) 普遍級
大隱. 29/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76-3 (EPUB) 普遍級
大隱. 3/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77-0 (EPUB) 普遍級
大隱. 30/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78-7 (EPUB) 普遍級
大隱. 4/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79-4 (EPUB) 普遍級
大隱. 5/血珊瑚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80-0 (EPUB) 普遍級

五行神龍. 第二冊/歐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15-9
(PDF) NT$300 普遍級
五行神龍. 第三冊/歐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08-1
(PDF) NT$300 普遍級
五行神龍. 第五冊/歐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99-2
(PDF) NT$300 普遍級

*女兒行. 第一冊/歐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99-8
(PDF) NT$300 普遍級

五行神龍. 第四冊/歐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07-4
(PDF) NT$300 普遍級

*女兒行. 第二冊/歐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15-5
(PDF) NT$300 普遍級

五鬼陰符. 下冊/司馬青山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55-1
(PDF) NT$300 普遍級

*女兒行. 第三冊/歐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20-9
(PDF) NT$300 普遍級

*五鬼陰符. 上冊/司馬青山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38-4
(PDF) NT$300 普遍級

女俠素心蘭. 第一冊/江一明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85-5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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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23-2 (PDF) 普遍級

女俠素心蘭. 第二冊/江一明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02-9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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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24-9 (EPUB) 普遍級

女俠素心蘭. 第三冊/江一明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11-1 (PDF) NT$300 普遍級

天下第一劍. 第一冊/金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26-8
(PDF) NT$300 普遍級

小日書寫: 朝聖者字集/姬茪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品讀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7-0-1 (PDF)
普遍級

天下第一劍. 第二冊/金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41-1
(PDF) NT$300 普遍級

山神祈舞/极限一掌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旭儒, 11106 .-- 冊 .-- ISBN 978626-95941-0-8 (上卷:平裝) NT$435 .--

天下第一劍. 第三冊/金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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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59-6
(PDF) NT$300 普遍級

公分 .-- ISBN 978-626-336-369-4 (PDF)
NT$300 普遍級

天才小釣手(愛藏版). 釣伊富魚篇. Ⅱ.
7/矢口高雄作; 凜峰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56-8 (EPUB) 普遍級

*天闕碑. 上冊/沈綺雲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23-6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防者. III: 超感者/布蘭登.山德森
(Brandon Sanderson)作; 彭臨桂譯 .-初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40-2
(EPUB) 普遍級

*天魔傘. 第一冊/東方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04-9
(PDF) NT$300 普遍級

天帝龍珠. 下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93-0 (PDF)
NT$300 普遍級
天帝龍珠. 上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79-4 (PDF)
NT$300 普遍級
天國旅行/三浦紫苑著; 丁世佳譯 .-二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38-7
(EPUB) 普遍級
*天涯歌. 第一冊/古如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00-1
(PDF) NT$300 普遍級
*天涯歌. 第二冊/古如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06-3
(PDF) NT$300 普遍級
*天涯歌. 第三冊/古如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14-8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龍八音. 第一冊/范瑤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75-9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龍八音. 第二冊/范瑤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76-6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龍八音. 第三冊/范瑤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77-3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闕碑. 下冊/沈綺雲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天魔傘. 第二冊/東方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33-9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魔傘. 第三冊/東方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26-1
(PDF) NT$300 普遍級
*天魔傘. 第四冊/東方白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16-2
(PDF) NT$300 普遍級
太乙/霧外江山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1-776-1 ( 第 4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77-8 (第
4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78-5 (第 43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626-311-779-2 (第 4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808 (第 4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太莽劍魁/關關公子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630-9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631-6 (第 2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32-3 (第 3 冊:
平裝) .-- ISBN 978-626-325-633-0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太極旗. 第一冊/南宮卿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34-2
(PDF) NT$300 普遍級
*太極旗. 第二冊/南宮卿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47-2
(PDF) NT$300 普遍級
*太極旗. 第三冊/南宮卿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73-1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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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風水師/文濤小道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5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11-773-0 (第
16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巴黎馬卡龍之謎/米澤穗信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60-2
(EPUB) 普遍級
巴黎馬卡龍之謎/米澤穗信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61-9
(PDF) 普遍級
月與萊卡與吸血公主. 7/牧野圭祐作;
張凱鈞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10-1
(EPUB) 普遍級
*水晶球. 第一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57-8 (PDF)
NT$300 普遍級
*水晶球. 第二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63-9 (PDF)
普遍級
*水晶球. 第三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59-2 (PDF)
NT$300 普遍級
火龍谷. 第一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78-0 (PDF)
NT$300 普遍級
火龍谷. 第二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79-7 (PDF)
NT$300 普遍級
火龍谷. 第三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80-3 (PDF)
NT$300 普遍級
王城的護衛者/司馬遼太郎著; 沈發
惠譯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
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75-8 (EPUB) 普遍級
主母男為/在朝閒人著 .-- 臺北市 : 羽
翼實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1-5-3 (EPUB) 普遍級
主母男為/在朝閒人著 .-- 臺北市 : 羽
翼實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1-6-0 (PDF) 普遍級

以金錢為前提的關係. 2/櫻井ナナコ
作; 魏嫚秀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6 .-- 144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322-790-3 (平裝) 限制級

*古劍氤氳. 第一冊/南海翊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10-6
(PDF) NT$300 普遍級

他從世界的那頭來: 2450 天,那些旅
人寄放在我這的勇氣、信仰和冒險/
賴小馬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禾禾文
化工作室,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593-6-8 (EPUB) 普遍級

*古劍氤氳. 第二冊/南海翊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71-7
(PDF) NT$300 普遍級

*令與笛. 第一冊/高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05-9
(PDF) NT$300 普遍級
*令與笛. 第二冊/高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38-7
(PDF) NT$300 普遍級
*令與笛. 第三冊/高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27-1
(PDF) NT$300 普遍級
仙藥大亨/寂寞我獨走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ISBN 978-626-325-573-9 (第 3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35-4 (第 3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36-1
(第 3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37-8 (第 3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38-5 (第 40 冊:平裝) 普遍級
*北雁南飛. 下冊/冷于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55-7
(PDF) NT$300 普遍級
*北雁南飛. 上冊/冷于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03-8
(PDF) NT$300 普遍級

*古劍氤氳. 第三冊/南海翊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38-0
(PDF) NT$300 普遍級
古龍集外集/古龍創意; 黃鷹執筆 .-二版 .-- 臺北市 : 風雲時代, 11106 .-冊 .-- ISBN 978-626-7153-03-1 (全套:
平裝) NT$1920 普遍級
台灣小說的時空想像/林淑慧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663-3 (PDF)
NT$380 普遍級
布萊梅失蹤/陳玉慧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70-1 (PDF) 普遍級
布萊梅失蹤/陳玉慧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71-8 (EPUB) 普遍
級
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 零. 5/白米良
作 ; 林 佳 祥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286-8 (EPUB) 普遍級
平民國王與能幹妹妹的赤字國家重
生術/わかつき, ひかる作; 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66-4 (EPUB)
普遍級

古道斜陽. 第一冊/謝東山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37-7
(PDF) NT$300 普遍級

平民國王與能幹妹妹的赤字國家重
生術/わかつき, ひかる作; 柏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67-1 (PDF)
普遍級

古道斜陽. 第二冊/謝東山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58-2
(PDF) NT$300 普遍級

未央劍. 下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713-5 (PDF)
NT$300 普遍級

古道斜陽. 第三冊/謝東山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53-7
(PDF) NT$300 普遍級

未央劍. 上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678-7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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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燦爛當下/賈斯汀.雷諾茲
(Justin A. Reynolds)著; 林師祺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悅知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4-7-4 (PDF)
普遍級
*玄弓. 下冊/金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528-5 (PDF)
NT$300 普遍級
*玄弓. 上冊/金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505-6 (PDF)
NT$300 普遍級
玄龍傳說/百分之七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620-0 (第 12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621-7 (第 1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22-4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23-1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玉佛. 第一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682-4 (PDF)
NT$300 普遍級
玉佛. 第二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703-6 (PDF)
NT$300 普遍級
玉佛. 第三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697-8 (PDF)
NT$300 普遍級
玉佛掌. 第一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81-0 (PDF)
普遍級
玉佛掌. 第二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82-7 (PDF)
NT$300 普遍級
玉佛掌. 第三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52-7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帶飄香. 第一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83-4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帶飄香. 第二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84-1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帶飄香. 第三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85-8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嬋娟. 下冊/石逸居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74-8
(PDF) NT$300 普遍級
*玉嬋娟. 上冊/石逸居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19-9
(PDF) NT$300 普遍級
生死恨. 第一冊/于沖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36-0 (PDF)
NT$300 普遍級
生死恨. 第二冊/于沖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51-3 (PDF)
NT$300 普遍級
生死恨. 第三冊/于沖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57-5 (PDF)
NT$300 普遍級
*生死簿. 第一冊/燕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35-9 (PDF)
NT$300 普遍級
*生死簿. 第二冊/燕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72-4 (PDF)
NT$300 普遍級
*生死簿. 第三冊/燕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45-8 (PDF)
NT$300 普遍級
*白虹劍. 下冊/端木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11-0 (PDF)
NT$300 普遍級
*白虹劍. 上冊/端木南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93-9 (PDF)
NT$300 普遍級
白魔之塔/三津田信三作; 緋華璃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1-566-5
(PDF) 普遍級

*石母金光劍. 第一冊/方外客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26-7 (PDF) NT$300 普遍級
*石母金光劍. 第二冊/方外客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54-0 (PDF) NT$300 普遍級
*石母金光劍. 第三冊/方外客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75-5 (PDF) NT$300 普遍級
乩身: 血月時魔王降臨/星子(teensy)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19-652-5 (EPUB) 普遍級
企鵝的憂鬱/安德烈. 克考夫(Andrej
Kurkow)著; 穆卓芸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愛米粒,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24-2-5 (PDF) 普遍級
企鵝的憂鬱/安德烈. 克考夫(Andrej
Kurkow)著; 穆卓芸譯 .-- 二版 .-- 臺北
市 : 愛米粒,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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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1-763-1 ( 第 3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64-8 (第
32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65-5 (第 33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626-311-766-2 (第 34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679 (第 35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匠心: 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微笑/孫
慶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31-8 (EPUB) 普遍級
同貌之樓/陳宇著 .-- 臺北市 : 羽翼實
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1-7-7 (EPUB) 普遍級
同貌之樓/陳宇著 .-- 臺北市 : 羽翼實
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1-8-4 (PDF) 普遍級
*吊人樹. 第一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53-0 (PDF)
NT$300 普遍級
*吊人樹. 第二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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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36-454-7 (PDF)
NT$300 普遍級
*吊人樹. 第三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55-4 (PDF)
NT$300 普遍級
名為和平的荒蕪/阿卡蒂.馬婷著; 葉
旻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56-8 (EPUB) 普遍級
名為帝國的記憶/阿卡蒂.馬婷著; 葉
旻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57-5 (EPUB) 普遍級
名為帝國的記憶二部曲/阿卡蒂.馬婷
著; 葉旻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
步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58-2 (EPUB) 普遍級
名為帝國的記憶二部曲/阿卡蒂.馬婷
著; 葉旻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獨
步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7073-59-9 (全套:平裝) NT$840 普遍級
吃乾抹淨(續)/羅川作 .-- 初版 .-- 高雄
郵 : 製肉本屋,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02-3-0 (EPUB) 普遍
級
地球上唯一的韓亞/鄭世朗著; 胡椒
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05-3 (PDF) 普遍級
地球上唯一的韓亞/鄭世朗著; 胡椒
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06-0 (EPUB) 普遍級
地獄掌門人. vol.1, 神祕領域/ 夜懿
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58-542-0
(EPUB) 普遍級
在輪迴與未來之間/沫淺唯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要有光,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58-27-5 (EPUB)
普遍級
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曹疏影作.朗
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4 .-- 約 18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59-8
(線上有聲書(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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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天壱作;
黃品玟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04-0
(EPUB) 普遍級
死亡之門. 1, 龍之翼/瑪格麗特.魏斯
(Margaret Weis), 崔 西 . 西 克 曼 (Tracy
Hickman)著; 許文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4-42-6 (EPUB) 普遍
級
死亡之門. 2, 精靈之星/瑪格麗特.魏
斯(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Tracy
Hickman)著; 許文達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4-43-3 (EPUB) 普遍
級
死亡之門. 3, 火之海/瑪格麗特.魏斯
(Margaret Weis), 崔 西 . 西 克 曼 (Tracy
Hickman)著; 許文達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4-44-0 (EPUB) 普遍
級
死亡之門. 4, 魔蛟法師/瑪格麗特.魏
絲(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Tracy
Hickman)著; 陳岳辰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4-45-7 (EPUB) 普遍
級
死亡之門. 5, 混沌之手/瑪格麗特.魏
絲(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Tracy
Hickman)著; 陳岳辰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4-46-4 (EPUB) 普遍
級
死亡之門. 6, 迷宮歷險/瑪格麗特.魏
絲(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Tracy
Hickman)著; 陳岳辰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4-47-1 (EPUB) 普遍
級
死亡之門. 7, 第七之門/瑪格麗特.魏
絲(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Tracy
Hickman)著; 陳岳辰譯 .-- 二版 .-- 臺
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4-48-8 (EPUB) 普遍
級
死亡之門套書(共 7 冊)/瑪格麗特.魏
絲(Margaret Weis), 崔西.西克曼(Tracy
Hickman)著; 陳岳辰, 許文達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奇幻基地,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4-49-5
(EPUB) 普遍級

江上的母親/野夫作; 傅品晟朗讀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4 .-- 約
657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94-1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限制
級
*江湖情仇. 第一冊/藍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95-3
(PDF) NT$300 普遍級
*江湖情仇. 第二冊/藍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43-1
(PDF) NT$300 普遍級
*江湖情仇. 第三冊/藍風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23-3
(PDF) NT$300 普遍級
百合花殺人事件/陳宇著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81-9-1 (EPUB) 普遍級
百合花殺人事件/陳宇著 .-- 臺北市 :
羽翼實業,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89-0-4 (PDF) 普遍級
*羽林箭. 第一冊/高皐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97-4 (PDF)
NT$300 普遍級
*羽林箭. 第二冊/高皐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13-1 (PDF)
NT$300 普遍級
*羽林箭. 第三冊/高皐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23-0 (PDF)
NT$300 普遍級
老師,有問題/天芹作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43-7 (EPUB) 普遍級
血汗工程師的煉金之路/拾捌天著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54-56-7 (PDF) 普遍級
*血河魔燈. 下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78-3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河魔燈. 上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88-2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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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河魔燈. 中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71-4 (PDF)
NT$300 普遍級
血花魔燈. 第一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86-5 (PDF)
NT$300 普遍級
血花魔燈. 第二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87-2 (PDF)
NT$300 普遍級
血花魔燈. 第三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88-9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屋記. 第一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62-2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屋記. 第二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58-5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屋記. 第三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64-6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洗毒龍潭. 第一冊/鼓鐘樓主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39-1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洗毒龍潭. 第二冊/鼓鐘樓主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67-4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洗毒龍潭. 第三冊/鼓鐘樓主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22-0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劍屠龍. 第一冊/歐陽雲飛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88-5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劍屠龍. 第一冊/雙魚樓主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98-4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劍屠龍. 第二冊/歐陽雲飛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26-4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劍屠龍. 第二冊/雙魚樓主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32-5 (PDF) NT$300 普遍級
*血劍屠龍. 第三冊/歐陽雲飛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14-1 (PDF) NT$300 普遍級

你好,這裡是記憶花店/肆一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815-0
(EPUB) 普遍級
你是北極星/三浦紫苑作; 林佩瑾譯 .- 二 版 .-- 臺 北 市 : 漫 遊 者 文 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39-4 (EPUB) 普遍級

*血劍屠龍. 第三冊/雙魚樓主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30-1 (PDF) NT$300 普遍級

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猿渡風
見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4084 (第 6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9409-1 (第 6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
遍級

*血劍屠龍. 第四冊/雙魚樓主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20-2 (PDF) NT$300 普遍級

冷淡的佐藤同學只對我撒嬌. 3/猿渡
風見作; 林意凱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285-1 (EPUB) 普遍級

血蓮花. 第一冊/雷達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45-2 (PDF)
NT$300 普遍級

*呂四娘別傳. 下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72-1
(PDF) NT$300 普遍級

血蓮花. 第二冊/雷達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52-0 (PDF)
NT$300 普遍級

*呂四娘別傳. 上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69-1
(PDF) NT$300 普遍級

血蓮花. 第三冊/雷達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63-6 (PDF)
NT$300 普遍級
*血濺銅砂島/商清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308-3 (PDF)
NT$300 普遍級

我在大乾修長生/蕭舒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ISBN 978-626-325-586-9 (第 1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15-6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16-3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17-0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18-7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19-4 (第 21 冊:平裝) 普遍級

*血麟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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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6-389-2
(PDF) NT$300 普遍級

我在每一次告白後死去/何守琦作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40-2-3
(EPUB) 普遍級

*血麟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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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6-434-9
(PDF) NT$300 普遍級
*血麟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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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36-429-5
(PDF) NT$300 普遍級
你不能再死一次/陳雪著 .-- 初版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54-58-1 (PDF) 普遍級

我那無法終結的生命/戴斯蒙作 .-- 初
版 .-- 彰化縣 : 無雙多媒體, 11105 .-288 面 ; 19 公 分 .-- ISBN 978-98699151-6-8 (第 2 冊:平裝) NT$280 普遍
級
我的女友是老師. 8/鏡遊作; 陳柏伸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284-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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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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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66-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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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67-4 (EPUB) 普遍級
我的戀人/上田岳弘著; 王華懋譯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93-3
(PDF) 普遍級
我的戀人/上田岳弘著; 王華懋譯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94-0
(EPUB) 普遍級
我是星際國家的惡德領主!/三嶋与夢
作; 偽善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冊 .-- ISBN 978-957-26-9300-1 (第 4 冊:
平裝) .-- ISBN 978-957-26-9301-8 (第 4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沒有信箱的男人/夏曼.藍波安作 .-初版 .--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52-4
(EPUB) 普遍級
狂俠傳. 第一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89-6 (PDF)
NT$300 普遍級
狂俠傳. 第二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90-2 (PDF)
NT$300 普遍級
狂俠傳. 第三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91-9 (PDF)
NT$300 普遍級
男色當前/天芹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41-3 (EPUB) 普遍級
邪典律師. 1, 鬼豪宅/龍雲作 .-- 臺北
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92-3 (EPUB)
普遍級
邪典律師. 2, 鬼燒毀/龍雲作 .-- 臺北
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91-6 (EPUB)
普遍級
邪典律師. 3, 巫蠱鄉/龍雲作 .-- 臺北
市 : 嗨森數位文創,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8605-90-9 (EPUB)
普遍級

邪染蒼天/忌酒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1-758-7 ( 第 16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59-4 (第
1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60-0 (第 18 冊:平裝) NT$180 .-ISBN 978-626-311-761-7 (第 1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624 (第 20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夜雨秋燈. 下冊/上雲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79-3
(PDF) NT$300 普遍級
*夜雨秋燈. 上冊/上雲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30-4
(PDF) NT$300 普遍級
奇士傳. 第一冊/墨餘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24-4 (PDF)
NT$300 普遍級
奇士傳. 第二冊/墨餘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42-8 (PDF)
NT$300 普遍級
奇士傳. 第三冊/墨餘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34-3 (PDF)
NT$300 普遍級
奇士傳. 第五冊/墨餘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43-5 (PDF)
NT$300 普遍級
奇士傳. 第四冊/墨餘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49-7 (PDF)
NT$300 普遍級
奇正十三劍. 第一冊/白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42-1
(PDF) NT$300 普遍級
奇正十三劍. 第二冊/白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59-9
(PDF) NT$300 普遍級
奇正十三劍. 第三冊/白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62-9
(PDF) NT$300 普遍級

*孤星殘月一劍秋. 第一冊/春蠶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27-4 (PDF) NT$300 普遍級
*孤星殘月一劍秋. 第二冊/春蠶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70-0 (PDF) NT$300 普遍級
*孤星殘月一劍秋. 第三冊/春蠶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52-6 (PDF) NT$300 普遍級
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 8, 青嵐
的邊境假期/五示正司作; 徐維星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9420-6 (平裝) .- ISBN 978-957-26-9421-3 (平裝首刷
限定版) 普遍級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25-4
(PDF) NT$300 普遍級
*武林大弱者. 上冊/霓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98-1
(PDF) NT$300 普遍級
武林血. 下冊/金羽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691-6 (PDF)
NT$300 普遍級
武林血. 上冊/金羽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686-2 (PDF)
NT$300 普遍級
*武林救星/瑤璣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456-1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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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285-8 (PDF) 普遍級

*武林道. 第一冊/王秋遠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36-6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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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286-5 (EPUB) 普遍
級

*武林道. 第二冊/王秋遠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85-4
(PDF) NT$300 普遍級

幸運的我成了綁架事件目擊者/威爾.
萊奇(Will Leitch)著; 曾倚華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6-409-9
(EPUB) 普遍級
承認/羅川作 .-- 初版 .-- 高雄郵 : 製肉
本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2-4-7 (EPUB) NT$200 普遍級
拔劍就是真理/乘風御劍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ISBN 978-626-325-587-6 (第 1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88-3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89-0
(第 15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45-3 (第 16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46-0 (第 1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47-7 (第 1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48-4 (第 19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649-1 (第 20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50-7 (第 21
冊:平裝) 普遍級
*武林大弱者. 下冊/霓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144

*武林道. 第三冊/王秋遠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49-6
(PDF) NT$300 普遍級
武狀元馭婚/凌霄著 .-- 臺中市 : 飛象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44-4 (EPUB) 普遍級
牧龍師/亂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1106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604-0 (第 55 冊:平裝) 普
遍級
玩物情婦/羽影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45-1 (EPUB) 普遍級
空白地帶/陳建佐 Chazel 作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56-7 (EPUB) 普
遍級
金玉滿樓/丹菁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46-8 (EPUB) 普遍級
*金書玉牒. 第一冊/李鴻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29-8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書玉牒. 第二冊/李鴻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41-0
(PDF) NT$300 普遍級
*金書玉牒. 第三冊/李鴻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80-9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鈴劫. 下冊/海濤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556-8 (PDF)
NT$300 普遍級
金鈴劫. 上冊/海濤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547-6 (PDF)
NT$300 普遍級
金羅漢. 第一冊/西門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46-9 (PDF)
NT$300 普遍級
金羅漢. 第二冊/西門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43-8 (PDF)
NT$300 普遍級
金羅漢. 第三冊/西門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64-3 (PDF)
NT$300 普遍級
*金蘭碑. 下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31-8 (PDF)
NT$300 普遍級
*金蘭碑. 上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92-2 (PDF)
NT$300 普遍級
阿公讲鬼. 5, 诡闻/蓝橘子作 .-- 新北
市 : 大眾國際書局, 11107 .-- 24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0761-44-3 (平
裝) 普遍級
阿鼻劍前傳. 卷一, 封印重啟: 經典 IP
編劇「馬利」x 央廣「RTI 劇場」金
鐘團隊,一趟精心打造的聲音冒險/馬
利作; 馬伯強, 陳幼文朗讀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4 .-- 約 597 分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8-42-9 (線上有
聲書(MP3)) 普遍級

*青雲碧玉. 第一冊/玉麒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28-1
(PDF) NT$300 普遍級
*青雲碧玉. 第二冊/玉麒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51-9
(PDF) NT$300 普遍級
*青雲碧玉. 第三冊/玉麒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78-6
(PDF) NT$300 普遍級
青燈紅淚孤劍寒. 第一冊/若明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95-7 (PDF) 普遍級
青燈紅淚孤劍寒. 第二冊/若明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96-4 (PDF) NT$300 普遍級
青燈紅淚孤劍寒. 第三冊/若明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97-1 (PDF) NT$300 普遍級
*青靈八女俠. 第一冊/張夢還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00-4 (PDF) NT$300 普遍級
*青靈八女俠. 第二冊/張夢還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28-8 (PDF) NT$300 普遍級
*青靈八女俠. 第三冊/張夢還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24-0 (PDF) NT$300 普遍級
俠義千秋. 第一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31-2 (PDF)
NT$300 普遍級
俠義千秋. 第二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50-3 (PDF)
NT$300 普遍級
俠義千秋. 第三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37-4 (PDF)
NT$300 普遍級
俠義千秋. 第四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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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36-647-3 (PDF)
NT$300 普遍級
俠義英雄傳. 第一冊/平江不肖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48-3 (PDF) NT$300 普遍級
俠義英雄傳. 第二冊/平江不肖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71-1 (PDF) NT$300 普遍級
俠義英雄傳. 第三冊/平江不肖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70-4 (PDF) NT$300 普遍級
*俠膽英風. 第一冊/金石鳴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22-9
(PDF) NT$300 普遍級
*俠膽英風. 第二冊/金石鳴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37-3
(PDF) NT$300 普遍級
*俠膽英風. 第三冊/金石鳴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82-3
(PDF) NT$300 普遍級
*南明俠隱. 第一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97-7
(PDF) NT$300 普遍級
*南明俠隱. 第二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17-2
(PDF) NT$300 普遍級
*南明俠隱. 第三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18-9
(PDF) NT$300 普遍級
*南明俠隱. 第五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15-8
(PDF) NT$300 普遍級
*南明俠隱. 第四冊/成鐵吾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42-4
(PDF) NT$300 普遍級
帝魔血. 第一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80-0 (PDF)
NT$300 普遍級

帝魔血. 第二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00-5 (PDF)
NT$300 普遍級

秋季限定栗金飩事件. 下/米澤穗信
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75-6 (PDF) 普遍級

帝魔血. 第三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06-7 (PDF)
NT$300 普遍級

秋季限定栗金飩事件. 上/米澤穗信
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72-5 (EPUB) 普遍級

帝魔血. 第四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09-8 (PDF)
NT$300 普遍級

秋季限定栗金飩事件. 上/米澤穗信
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73-2 (PDF) 普遍級

待到月盞花綻放那天/貓邏作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6 .-- 240 面; 19 公分 .-ISBN 978-957-26-9417-6 (第 3 冊:平裝)
限制級

紅月之下/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012 .-- 冊 .-- ISBN
978-626-325-023-9 (第 14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024-6 (第 15 冊:平
裝) 普遍級

故事柑仔店. 2: 被偷的父親/陳默安,
語屋文創工作室作 .-- 宜蘭縣 : 松鼠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868-3-0 (EPUB) NT$300 普遍級
春季限定草莓塔事件/米澤穗信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69-5 (EPUB) 普遍級
春季限定草莓塔事件/米澤穗信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70-1 (PDF) 普遍級
春秋筆. 下冊/古如風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54-1 (PDF)
NT$300 普遍級
春秋筆. 上冊/古如風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33-6 (PDF)
NT$300 普遍級
是啊,確實很可愛呢. 1/刈野ミカタ
作 ; 林 憲 權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224-0 (EPUB) 普遍級
星門/老鷹吃小雞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607-1 (第 33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639-2 (第 34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62-0 (第 35
冊:平裝) 普遍級
秋季限定栗金飩事件. 下/米澤穗信
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74-9 (EPUB) 普遍級

紅衫魅影. 下冊/宋九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69-8 (PDF)
NT$300 普遍級
紅衫魅影. 上冊/宋九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50-6 (PDF)
NT$300 普遍級
紅葉蕭蕭無情谷. 第一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98-8 (PDF) NT$300 普遍級
紅葉蕭蕭無情谷. 第二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99-5 (PDF) NT$300 普遍級
紅葉蕭蕭無情谷. 第三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00-8 (PDF) NT$300 普遍級
紅線. 特別篇/LazySheep 著; 烤鴨的鴨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50-7 (PDF) 普遍級
致命登入/吳曉樂作; 蘇郁翔朗讀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4 .-- 約 750 分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61-1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要不要跟姊姊在一起/椰子樹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6685-7 (平
裝) NT$24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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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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311-774-7 (第 21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75-4 (第 22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重生男友的報復守則/群魔亂舞作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2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957-26-9416-9 (平裝)
限制級
重生鹿鼎之神龍教主. 卷一/楊老三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66-0
(EPUB) 普遍級
重生鹿鼎之神龍教主. 卷二/楊老三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67-7
(EPUB) 普遍級
重生鹿鼎之神龍教主. 卷三/楊老三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68-4
(EPUB) 普遍級
重生鹿鼎之神龍教主. 卷五/楊老三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69-1
(EPUB) 普遍級
重生鹿鼎之神龍教主. 卷六/楊老三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70-7
(EPUB) 普遍級
重生鹿鼎之神龍教主. 卷四/楊老三
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71-4
(EPUB) 普遍級
風流宰相臥龍床: 廣播劇劇本書/ami
亞海, 小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陌
上商行,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07-7-1 (EPUB) 普遍級
風雲夢. 第一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27-5 (PDF)
NT$300 普遍級
風雲夢. 第二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44-2 (PDF)
NT$300 普遍級
風雲夢. 第三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38-1 (PDF)
NT$300 普遍級

風雲夢. 第四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63-3 (PDF)
NT$300 普遍級
*風雷神劍. 第一冊/盧隱主人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91-2 (PDF) NT$300 普遍級
*風雷神劍. 第二冊/盧隱主人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92-9 (PDF) NT$300 普遍級
風雷神劍. 第三冊/盧隱主人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27-8 (PDF) NT$300 普遍級
冥婚交友中心: 鬼差的戀愛指南/D51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76-3
(EPUB) 限制級
冥婚交友中心: 鬼差的戀愛指南/D51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77-0
(PDF) 限制級
夏季限定熱帶水果百匯事件/米澤穗
信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78-7 (EPUB) 普遍級
夏季限定熱帶水果百匯事件/米澤穗
信作; HANA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79-4 (PDF) 普遍級
家裡蹲吸血姬的鬱悶. 2/小林湖底作;
楊佳慧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97-8 (PDF) 普遍級
家裡蹲吸血姬的鬱悶. 2/小林湖底作;
楊佳慧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98-5 (EPUB) 普遍級
旅社小老闆三時三餐熱情招待/瀝青
著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6684-0 (平裝) NT$280 限制級
時光機器/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陳
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80-0 (PDF) 普遍級
時光機器/赫伯特.喬治.威爾斯著; 陳
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81-7 (EPUB) 普遍級
時間的女兒(經典新譯本)/約瑟芬.鐵
伊(Josephine Tey)作; 丁世佳譯.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4 .-- 約
3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30-1 (線上有聲書(MP3)) NT$260 普
遍級
朕/王梓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
文化, 11103 .-- 冊 .-- ISBN 978-626325-337-7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316-2 (第 1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338-4 (第 15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339-1 (第 16 冊:平
裝) 普遍級
氣運之主/任我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5-562-3 (第 11
冊:平裝) 普遍級
氣運之主/任我笑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590-6 (第 12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591-3 (第 1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92-0 (第 1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93-7
(第 15 冊:平裝) 普遍級
海神/染井為人作; 黃詩婷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1-558-0 (PDF)
普遍級
海獄驚濤. 第一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32-9 (PDF)
NT$300 普遍級
海獄驚濤. 第二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51-0 (PDF)
NT$300 普遍級
海獄驚濤. 第三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56-5 (PDF)
NT$300 普遍級
海獄驚濤. 第四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60-2 (PDF)
NT$300 普遍級
*烈婦血. 第一冊/范瑤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01-8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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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婦血. 第二冊/范瑤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21-6 (PDF)
NT$300 普遍級
*烈婦血. 第三冊/范瑤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34-6 (PDF)
NT$300 普遍級
*狼劍邪鈴. 第一冊/幻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04-2
(PDF) NT$300 普遍級
*狼劍邪鈴. 第二冊/幻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37-0
(PDF) NT$300 普遍級
*狼劍邪鈴. 第三冊/幻龍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25-7
(PDF) NT$300 普遍級
班上最優秀的她,其實是我這個邊緣
人的女友/七星蛍作; 曾柏穎譯 .-- 臺
北市 : 東立, 11106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419-0 (第 1 冊:平
裝) 普遍級
*珠飛玉射. 第一冊/司馬青衫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21-2 (PDF) NT$300 普遍級
*珠飛玉射. 第二冊/司馬青衫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53-3 (PDF) NT$300 普遍級
*珠飛玉射. 第三冊/司馬青衫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40-3 (PDF) NT$300 普遍級
珠海騰龍. 第一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76-3
(PDF) NT$300 普遍級
珠海騰龍. 第七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90-9
(PDF) NT$300 普遍級
珠海騰龍. 第二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96-1
(PDF) NT$300 普遍級

珠海騰龍. 第三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14-2
(PDF) NT$300 普遍級
珠海騰龍. 第五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98-5
(PDF) NT$300 普遍級
珠海騰龍. 第六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94-7
(PDF) NT$300 普遍級
珠海騰龍. 第四冊/江一明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04-3
(PDF) NT$300 普遍級
砸你的落石就在頭頂上/Lindsay Ribar
作; 陳思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80-0 (EPUB) 普遍級
砸你的落石就在頭頂上/Lindsay Ribar
作; 陳思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
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81-7 (PDF) 普遍級
神州俠侶. 第一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01-5 (PDF)
NT$300 普遍級
神州俠侶. 第二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02-2 (PDF)
NT$300 普遍級
神州俠侶. 第三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03-9 (PDF)
NT$300 普遍級
神使劇場: 夜的冒險譚/醉琉璃作 .-臺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19-653-2 (EPUB)
普遍級
*神奇妙絕. 下冊/高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61-5
(PDF) NT$300 普遍級
*神奇妙絕. 上冊/高陽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60-8
(PDF) NT$300 普遍級

雄市 : 千日安平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31-5 (EPUB)
普遍級

神術鍊金士. 7/帥呆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89-3 (EPUB) 普遍級

神氣活現: 所愛非人哉. 卷七, 新婚試
煉上/千日安平見編著 .-- 第 1 版 .-- 高
雄市 : 千日安平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62-9 (EPUB)
普遍級

神術鍊金士. 8/帥呆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90-9 (EPUB) 普遍級

神氣活現: 所愛非人哉. 卷九, 七夕之
約上/千日安平見編著 .-- 第 1 版 .-- 高
雄市 : 千日安平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63-6 (EPUB)
普遍級
神氣活現: 所愛非人哉. 卷二, 禁忌果
實/千日安平見編著 .-- 第 1 版 .-- 高
雄市 : 千日安平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64-3 (EPUB)
普遍級

*神燈崖. 第一冊/司馬嘯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02-5
(PDF) NT$300 普遍級
*神燈崖. 第二冊/司馬嘯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17-9
(PDF) NT$300 普遍級
*神燈崖. 第三冊/司馬嘯雲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18-6
(PDF) NT$300 普遍級

神氣活現: 所愛非人哉. 卷八, 新婚試
煉下/千日安平見編著 .-- 第 1 版 .-- 高
雄市 : 千日安平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65-0 (EPUB)
普遍級

神寵之王/古羲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603-3 (第 7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57-6 (第 74 冊:平裝) 普
遍級

神氣活現: 所愛非人哉. 卷十七, 夕之
約下/千日安平見編著 .-- 第 1 版 .-- 高
雄市 : 千日安平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66-7 (EPUB)
普遍級

*神鵰劍侶. 第一冊/司馬翔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32-8
(PDF) NT$300 普遍級

神氣活現: 所愛非人哉. 卷三, 神通廣
大/千日安平見編著 .-- 第 1 版 .-- 高
雄市 : 千日安平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67-4 (EPUB)
普遍級
神氣活現: 所愛非人哉. 卷五, 華麗對
決/千日安平見編著 .-- 第 1 版 .-- 高
雄市 : 千日安平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68-1 (EPUB)
普遍級
神氣活現: 所愛非人哉. 卷六, 甜蜜危
機/千日安平見編著 .-- 第 1 版 .-- 高
雄市 : 千日安平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69-8 (EPUB)
普遍級
神氣活現: 所愛非人哉. 卷四, 淚鎖雷
峰/千日安平見編著 .-- 第 1 版 .-- 高
雄市 : 千日安平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70-4 (EPUB)
普遍級

神氣活現: 所愛非人哉. 卷一, 酆都之
行/千日安平見編著 .-- 第 1 版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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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鵰劍侶. 第二冊/司馬翔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76-2
(PDF) NT$300 普遍級
*神鵰劍侶. 第三冊/司馬翔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83-0
(PDF) NT$300 普遍級
*秘堡. 下冊/龍哥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384-7 (PDF)
NT$300 普遍級
*秘堡. 上冊/龍哥作 .-- 臺北市 : 台灣
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333-5 (PDF)
NT$300 普遍級
站在上天這一邊/王楨棟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50-439-8 (PDF) 普遍級
*荒城古莊殘月斜/文歌南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15-1
(PDF) NT$300 普遍級

起鳳騰蛟. 第一冊/楚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49-0
(PDF) NT$300 普遍級
起鳳騰蛟. 第二冊/楚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65-0
(PDF) NT$300 普遍級
起鳳騰蛟. 第三冊/楚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66-7
(PDF) NT$300 普遍級
逆時偵查. 3, 未來之光/張小貓作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32-5
(PDF) 普遍級
*迷魂塔. 第一冊/司馬文心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11-3
(PDF) NT$300 普遍級
*迷魂塔. 第二冊/司馬文心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68-7
(PDF) NT$300 普遍級
*迷魂塔. 第三冊/司馬文心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81-6
(PDF) NT$300 普遍級
迴陰/盧信諺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奇
幻基地,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4-41-9 (EPUB) 普遍級
*迴龍閣. 第一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94-6 (PDF)
NT$300 普遍級
*迴龍閣. 第二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08-0 (PDF)
NT$300 普遍級
*迴龍閣. 第三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09-7 (PDF)
NT$300 普遍級
追魂寶劍. 第一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04-6 (PDF)
NT$300 普遍級
追魂寶劍. 第二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05-3 (PDF)
NT$300 普遍級
追魂寶劍. 第三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06-0 (PDF)
NT$300 普遍級
*鬼歌. 第一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470-7 (PDF)
NT$300 普遍級
*鬼歌. 第二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474-5 (PDF)
NT$300 普遍級
*鬼歌. 第三冊/田歌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476-9 (PDF)
NT$300 普遍級
*鬼箭銀鈴. 第一冊/華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25-0
(PDF) NT$300 普遍級
*鬼箭銀鈴. 第二冊/華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67-0
(PDF) NT$300 普遍級
*鬼箭銀鈴. 第三冊/華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62-5
(PDF) NT$300 普遍級
*乾坤圈. 第一冊/龍井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16-8
(PDF) NT$300 普遍級
*乾坤圈. 第二冊/龍井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60-1
(PDF) NT$300 普遍級
*乾坤圈. 第三冊/龍井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56-4
(PDF) NT$300 普遍級
動物戀愛諮詢. 夜戀篇/吐維作 .-- 初
版 .-- 高雄市 : 唯社文創,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68-4-8
(EPUB) 普遍級
問心仙緣/蒙面怪客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583-8 (第 18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584-5 (第 19 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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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 ISBN 978-626-325-585-2 (第 20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65-1
(第 21 冊:平裝) 普遍級
*唯我獨尊. 第一冊/陶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05-2
(PDF) NT$300 普遍級
*唯我獨尊. 第二冊/陶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66-3
(PDF) NT$300 普遍級
*唯我獨尊. 第三冊/陶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63-2
(PDF) NT$300 普遍級
國中理化. 10/小平著 .-- 新北市 : 河圖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85-5 (EPUB) 普遍級
崑崙天尊/怕辣的紅椒作 .-- 初版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ISBN 978-626-325-582-1 (第 19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14-9 (第 20
冊:平裝) 普遍級
帶著智慧型手機闖蕩異世界。. 24/
冬原パトラ作; 兎塚エイジ畫; 吳苾
芬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26-9223-3 (EPUB)
普遍級
從本能寺開始與信長統一天下/常陸
之介寛浩作; 黃于倫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6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422-0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御獸王/輕泉流響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579-1 (第 25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609-5 (第 26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10-1 (第 2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11-8
(第 2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12-5 (第 2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13-2 (第 30 冊:平裝) 普遍級
情河劫. 第一冊/墨餘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29-9 (PDF)
NT$300 普遍級
情河劫. 第二冊/墨餘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53-4 (PDF)
NT$300 普遍級

情河劫. 第三冊/墨餘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55-8 (PDF)
NT$300 普遍級
情書/連城三紀彥作; 王蘊潔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24-8 (EPUB)
普遍級
*情海劍寒霜滿天. 第一冊/王冠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14-4 (PDF) NT$300 普遍級
*情海劍寒霜滿天. 第二冊/王冠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39-7 (PDF) NT$300 普遍級
*情海劍寒霜滿天. 第三冊/王冠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44-1 (PDF) NT$300 普遍級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36-7
(PDF) NT$300 普遍級

公 分 .-- ISBN 978-957-43-9988-8
(EPUB) 普遍級

混到床上守護妳/可樂著 .-- 初版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74-2 (EPUB)
普遍級

這位惡毒女配鹹魚了/蔡小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76-6
(EPUB) 普遍級

混到床上守護妳/可樂著 .-- 初版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75-9 (PDF)
普遍級

這位惡毒女配鹹魚了/蔡小雀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35-777-3 (PDF)
普遍級

異世界來襲. 2, 王者歸來/丈月城作;
王仁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401-5 (平裝) 普遍級

這麼多年. 下/八月長安著 .-- 初版 .-臺北市 : 平裝本,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42-0-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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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2-721-7 (EPUB) 普遍
級

*情魔劫. 第一冊/蠱上九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89-9
(PDF) NT$300 普遍級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14/むらさきゆきや作; 鶴崎貴大畫;
黃健育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222-6
(EPUB) 普遍級

*情魔劫. 第二冊/蠱上九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32-2
(PDF) NT$300 普遍級

眾神水族箱: 赤螭之風/大獵蜥作 .-初版 .-- 臺北市 : 海穹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37-0-5
(EPUB) 普遍級

情魔劫. 第三冊/蠱上九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19-3 (PDF)
NT$300 普遍級

*祥麟威鳳. 第一冊/中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07-6
(PDF) NT$300 普遍級

推倒勇者(♀)是成為魔王之必要條
件/D51 作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418-3 (第 2 冊:平裝) 普遍級

*祥麟威鳳. 第二冊/中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46-5
(PDF) NT$300 普遍級

淡煙幻影. 第一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28-2
(PDF) NT$300 普遍級

*祥麟威鳳. 第三冊/中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58-8
(PDF) NT$300 普遍級

淡煙幻影. 第二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35-0
(PDF) NT$300 普遍級

*祥麟威鳳. 第四冊/中和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64-9
(PDF) NT$300 普遍級

淡煙幻影. 第三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45-9
(PDF) NT$300 普遍級

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 5, 約定之地/
佐藤真登作; 譚志瑋譯 .-- 臺北市 : 青
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2-720-0 (EPUB) 普遍級

淡煙幻影. 第四冊/曹若冰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這世界到處是總裁/ami 亞海著 .-- 新
北市 : 41%海風的甜度, 11104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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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年. 上/八月長安著 .-- 初版 .-臺北市 : 平裝本,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638-9-0 (PDF) 普遍級
這麼多年. 中/八月長安著 .-- 初版 .-臺北市 : 平裝本,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42-1-0 (PDF) 普遍級
都市至尊戰神/驚蟄落月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5 .-- 冊 .-ISBN 978-626-311-755-6 (第 19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563 (第 20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57-0 (第 21 冊:平裝) NT$180
普遍級
都市偷香賊. 31/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86-2 (EPUB) 普遍級
都市偷香賊. 32/雪凡著 .-- 新北市 : 河
圖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87-9 (EPUB) 普遍級
都市無雙醫神/九頭蟲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5 .-- 冊 .-ISBN 978-626-311-768-6 (第 26 冊:平
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693 (第 27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70-9 ( 第 28 冊 : 平 裝 )
NT$180 .-- ISBN 978-626-311-771-6 (第
29 冊:平裝) NT$180 .-- ISBN 978-626311-772-3 (第 30 冊:平裝) NT$180 普
遍級
雪山盟. 第一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40-7 (PDF)
NT$300 普遍級
雪山盟. 第二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61-2 (PDF)
NT$300 普遍級

雪山盟. 第三冊/冷楓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54-4 (PDF)
NT$300 普遍級

復仇谷. 第二冊/孫玉鑫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05-0 (PDF)
NT$300 普遍級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
團聽我號令. 3/じゃき作; 李逸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84-8
(EPUB) 普遍級

復仇谷. 第三冊/孫玉鑫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12-8 (PDF)
NT$300 普遍級

最狂輔助職業(話術士)世界最強戰
團聽我號令. 3/じゃき作; 李逸凡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85-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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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91-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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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292-6
(EPUB) 普遍級
寒劍霜蘭. 第一冊/羽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83-1 (PDF)
NT$300 普遍級
寒劍霜蘭. 第二冊/羽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92-3 (PDF)
NT$300 普遍級
寒劍霜蘭. 第三冊/羽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10-4 (PDF)
NT$300 普遍級
寒劍霜蘭. 第四冊/羽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01-2 (PDF)
NT$300 普遍級
就想掰彎你/可露露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可露露,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57-43-9986-4
(EPUB)
NT$150 普遍級
復仇谷. 第一冊/孫玉鑫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75-6 (PDF)
NT$300 普遍級

復仇谷. 第四冊/孫玉鑫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88-6 (PDF)
NT$300 普遍級
惡魔前來吹笛/橫溝正史著; 婁美蓮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獨步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3-55-1 (EPUB) 普遍級
森羅門. 第一冊/谷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41-4 (PDF)
NT$300 普遍級
森羅門. 第二冊/谷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72-8 (PDF)
NT$300 普遍級
森羅門. 第三冊/谷寒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60-5 (PDF)
NT$300 普遍級
*殘月凝星龍吟風. 第一冊/塵外塵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94-3 (PDF) NT$300 普遍級
*殘月凝星龍吟風. 第二冊/塵外塵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10-0 (PDF) NT$300 普遍級
*殘月凝星龍吟風. 第三冊/塵外塵
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
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22-3 (PDF) NT$300 普遍級
殘劍金煞. 第一冊/金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87-9 (PDF)
NT$300 普遍級
殘劍金煞. 第二冊/金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89-3 (PDF)
NT$300 普遍級
殘劍金煞. 第三冊/金羽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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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36-716-6 (PDF)
NT$300 普遍級
*無字神碑. 第一冊/司馬因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91-5
(PDF) NT$300 普遍級
*無字神碑. 第二冊/司馬因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07-3
(PDF) NT$300 普遍級
*無字神碑. 第三冊/司馬因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45-5
(PDF) NT$300 普遍級
無字錄. 第一冊/上官雲心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44-5
(PDF) NT$300 普遍級
無字錄. 第二冊/上官雲心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68-1
(PDF) NT$300 普遍級
無字錄. 第三冊/上官雲心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65-7
(PDF) NT$300 普遍級
無緣刀. 第一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23-7 (PDF)
NT$300 普遍級
無緣刀. 第二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40-4 (PDF)
NT$300 普遍級
無緣刀. 第三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58-9 (PDF)
NT$300 普遍級
*琴劍爭輝. 第一冊/董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81-3
(PDF) NT$300 普遍級
*琴劍爭輝. 第二冊/董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84-4
(PDF) NT$300 普遍級
*琴劍爭輝. 第三冊/董奇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86-8
(PDF) NT$300 普遍級

盜天傳說/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5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553-1 (第 31
冊:平裝) 普遍級
盜天傳說/黑山老鬼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575-3 (第 32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576-0 (第 33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77-7 (第 3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78-4
(第 35 冊:平裝) 普遍級
*絕情斬. 第一冊/郝敬先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90-8
(PDF) NT$300 普遍級
*絕情斬. 第二冊/郝敬先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10-3
(PDF) NT$300 普遍級
*絕情斬. 第三冊/郝敬先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35-6
(PDF) NT$300 普遍級
*絕情斬. 第四冊/郝敬先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83-7
(PDF) NT$300 普遍級
*絕魂寺. 第一冊/霓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93-6
(PDF) NT$300 普遍級
*絕魂寺. 第二冊/霓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31-5
(PDF) NT$300 普遍級
*絕魂寺. 第三冊/霓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07-0
(PDF) NT$300 普遍級
*紫泉古台. 下冊/白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35-3 (PDF)
NT$300 普遍級
*紫泉古台. 上冊/白丁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95-0 (PDF)
NT$300 普遍級
紫龍旗. 第一冊/司馬長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25-1
(PDF) NT$300 普遍級
紫龍旗. 第二冊/司馬長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64-0
(PDF) NT$300 普遍級
紫龍旗. 第三冊/司馬長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46-6
(PDF) NT$300 普遍級
紫龍旗. 第五冊/司馬長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62-6
(PDF) NT$300 普遍級
紫龍旗. 第六冊/司馬長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57-2
(PDF) NT$300 普遍級
紫龍旗. 第四冊/司馬長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39-8
(PDF) NT$300 普遍級
華人第一人雨果獎得主<<三體>>系
列/劉慈欣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貓頭
鷹,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50-7 (EPUB) 普遍級
覃合理詩歌集. 上/覃合理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94-8 (PDF)
普遍級
賀少的閃婚暖妻/秦頁作 .-- 初版 .-臺中市 : 飛燕文創, 11105 .-- 冊 .-ISBN 978-626-311-751-8 (第 4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311-752-5 (第
5 冊:平裝) NT$280 .-- ISBN 978-626311-753-2 (第 6 冊:平裝) NT$280 .-ISBN 978-626-311-754-9 (第 7 冊:平裝)
NT$280 普遍級
超武醫神/步行天下作 .-- 初版 .-- 臺
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572-2 (第 46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605-7 (第 47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58-3 (第 48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59-0
(第 4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60-6 (第 50 冊:平裝) 普遍級
黃金召喚師/醉虎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574-6 (第 35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606-4 (第 36 冊:平
152

裝) .-- ISBN 978-626-325-629-3 (第 37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61-3
(第 38 冊:平裝) 普遍級
黑暗元素三部曲: 黃金羅盤、奧祕匕
首、琥珀望遠鏡(HBO X BBC 聯手重
金打造同名影集原著小說 故事大師
菲力普.普曼燙金簽名典藏本)/菲力
普.普曼(Philip Pullman)著; 王晶譯 .-二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5 .-- 冊 .-ISBN 978-626-310-232-3 (全套:平裝)
NT$1050 普遍級
*亂世英烈傳. 第一冊/東方清曉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06-6 (PDF) NT$300 普遍級
*亂世英烈傳. 第二冊/東方清曉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13-4 (PDF) NT$300 普遍級
*亂世英烈傳. 第三冊/東方清曉作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21-9 (PDF) NT$300 普遍級
傲嬌老公人魚妻/貞子著 .-- 初版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78-0 (EPUB)
普遍級
傲嬌老公人魚妻/貞子著 .-- 初版 .-臺北市 : 禾馬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35-779-7 (PDF)
普遍級
*催命閻羅. 第一冊/石心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13-7
(PDF) NT$300 普遍級
*催命閻羅. 第二冊/石心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59-5
(PDF) NT$300 普遍級
*催命閻羅. 第三冊/石心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48-9
(PDF) NT$300 普遍級
極道之主/烽仙作 .-- 初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325-580-7 (第 19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581-4 (第 20 冊:平裝) .-ISBN 978-626-325-640-8 (第 2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641-5 (第 2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42-2

(第 2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43-9 (第 2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44-6 (第 25 冊:平裝) 普遍級
殿下讓我還他清譽/三千大夢敘平生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愛呦文創,
11105 .-- 冊 .-- ISBN 978-986-06917-95 (全套:平裝) NT$1960 普遍級
痴人迷劍. 第一冊/孫玉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07-7
(PDF) NT$300 普遍級
痴人迷劍. 第二冊/孫玉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08-4
(PDF) NT$300 普遍級
痴人迷劍. 第三冊/孫玉鑫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15-2
(PDF) NT$300 普遍級
祿妻過門/楓橋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40-6 (EPUB) 普遍級
萬佛洞. 第一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84-8 (PDF)
NT$300 普遍級
萬佛洞. 第二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23-4 (PDF)
NT$300 普遍級
萬佛洞. 第三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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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冊 .-ISBN 978-626-325-598-2 (第 101 冊:平
裝) .-- ISBN 978-626-325-599-9 (第 102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00-2
(第 103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01-9 (第 104 冊:平裝) .-- ISBN 978626-325-602-6 (第 105 冊:平裝) 普遍
級
*聖劍傳. 下冊/古軍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511-7 (PDF)
NT$300 普遍級
*聖劍傳. 上冊/古軍作 .-- 臺北市 : 台
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6-503-2 (PDF)
NT$300 普遍級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43-4
(PDF) NT$300 普遍級

聖劍學院的魔劍使/志瑞祐作; 王仁
鴻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5 .-- 冊 .-ISBN 978-957-26-9399-5 (第 7 冊:平
裝) .-- ISBN 978-957-26-9400-8 (第 7 冊:
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摧魂玉簫. 上冊/天外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12-0
(PDF) NT$300 普遍級

落難大亨/莫辰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39-0 (EPUB) 普遍級

*漢劍陰風. 第一冊/菊逸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03-5
(PDF) NT$300 普遍級

道行天下/八寶飯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192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325-608-8 (第 26
冊:平裝) 普遍級

*漢劍陰風. 第二冊/菊逸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46-2
(PDF) NT$300 普遍級

道祖,我來自地球/烏山雲雨作 .-- 初
版 .-- 臺中市 : 說頻文化, 11106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5715 (第 37 冊:平裝) 普遍級

*漢劍陰風. 第三冊/菊逸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47-9
(PDF) NT$300 普遍級

過期情人/羽影著 .-- 臺中市 : 飛象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58-538-3 (EPUB) 普遍級

*漢劍陰風. 第四冊/菊逸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48-6
(PDF) NT$300 普遍級

雷霆印. 第一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18-0 (PDF)
NT$300 普遍級
雷霆印. 第二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21-0 (PDF)
NT$300 普遍級
雷霆印. 第三冊/履雲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20-3 (PDF)
NT$300 普遍級
塵世樂園/史考特.費茲傑羅作; 馬國
堯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005-958 (上冊:線上有聲書(MP3)) NT$250 .-ISBN 978-626-7005-96-5 (下冊:線上有
聲書(MP3)) NT$250 普遍級
塵世樂園(全)/史考特.費茲傑羅作; 馬
國堯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4 .-- 約 83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97-2 (線上有聲書(MP3))
NT$450 普遍級
慢慢 慢慢愛/雪倫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57-8 (EPUB) 普遍級
*摧魂玉簫. 下冊/天外天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153

滿懷美夢的少年是現實主義者/おけ
まる作; 趙鴻龍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4046 (第 5 冊:平裝) .-- ISBN 978-957-269405-3 (第 5 冊: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
遍級
*磁力劍. 第一冊/匡廬散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96-0
(PDF) NT$300 普遍級
*磁力劍. 第二冊/匡廬散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40-0
(PDF) NT$300 普遍級
*磁力劍. 第三冊/匡廬散人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39-4
(PDF) NT$300 普遍級
精靈幻想記. 21, 龍的眷屬/北山結莉
作 ; 林 佳 祥 譯 .-- 臺 北 市 : 東 立 ,
11106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402-2 (平裝) .-- ISBN 978-95726-9403-9 (平裝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銀河鐵道之夜/宮澤賢治作; 增村博
畫; 黃鴻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麥田,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0-62-5 (PDF) 普遍級

銀荊的告白/八目迷作; 呂郁青譯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冊 .-- ISBN
978-957-26-9410-7 (第 1 冊:平裝) .-ISBN 978-957-26-9411-4 (第 1 冊:平裝
首刷限定版) 普遍級
*銀掌金鈎. 下冊/逸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24-3
(PDF) NT$300 普遍級
*銀掌金鈎. 上冊/逸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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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192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325-634-7 (第
83 冊:平裝) 普遍級
*劍光萬丈. 下冊/摩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79-0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光萬丈. 上冊/摩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68-4
(PDF) NT$300 普遍級
*劍光萬丈. 中冊/摩雲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73-8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氣撼山河. 第一冊/曹若冰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10-7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氣撼山河. 第二冊/曹若冰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11-4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氣撼山河. 第三冊/曹若冰作 .-- 臺
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12-1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斷情殘. 第一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13-8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斷情殘. 第二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14-5 (PDF)
NT$300 普遍級

劍斷情殘. 第三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09-1 (PDF)
NT$300 普遍級
嘴巴上說不要,其實身體很享受吧:
發情 ABO 世界觀/西臣匡子作; 李俊
銘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紳 士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9-53-2 (EPUB) 限制級
憂國的莫里亞蒂: 禁忌的遊戲/竹内
良輔, 三好輝原作; 埼田要介作; 蕪村
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407-7 (平
裝) 普遍級

ISBN 978-986-319-654-9 (EPUB) 普遍
級
*骷髏旗. 第一冊/凌燕子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20-5
(PDF) NT$300 普遍級
*骷髏旗. 第二冊/凌燕子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77-9
(PDF) NT$300 普遍級
*骷髏旗. 第三冊/凌燕子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57-1
(PDF) NT$300 普遍級

熱血洗髮精/Neo 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四塊玉文創,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6-09-3 (EPUB) 普遍
級

學妹、暗 戀妳可以嗎 ?/ 蒔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長鴻, 11105 .-- 30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0-6683-3 (平
裝) NT$240 普遍級

窮書生. 第一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30-5 (PDF)
NT$300 普遍級

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
10, 炸牛排 X 盜賊王寶藏/江口連作;
黃則霖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288-2
(EPUB) 普遍級

窮書生. 第二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48-0 (PDF)
NT$300 普遍級
窮書生. 第三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61-9 (PDF)
NT$300 普遍級
窮書生. 第五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71-8 (PDF)
NT$300 普遍級
窮書生. 第四冊/古檜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74-9 (PDF)
NT$300 普遍級
請把我當成妹妹,給我超越女友的愛。
/滝沢慧作; 吳天立譯 .-- 臺北市 : 東
立, 11106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413-8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擁抱你的聲音入睡/Sophia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28-8
(EPUB) 普遍級
燕子飛. 第一冊/歐陽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16-9
(PDF) NT$300 普遍級
燕子飛. 第二冊/歐陽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17-6
(PDF) NT$300 普遍級
燕子飛. 第三冊/歐陽雲飛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18-3
(PDF) NT$300 普遍級
燃 燒 的 凝 視 ( 新 譯 本 )/ 史 蒂 芬 . 金
(Stephen King)著; 陳芙陽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57-33-3885-7 (PDF) 普遍級

請 把我 當成妹 妹 , 給我 超越 女友 的
愛。. 2/滝沢慧作; 黎蕙慈譯 .-- 臺北
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304-9 (EPUB) 普遍級

*龍吟虎嘯. 下冊/白雲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50-2 (PDF)
NT$300 普遍級

請解開故事謎底. 1/雷雷夥伴作 .-- 臺
北市 : 蓋亞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龍吟虎嘯. 上冊/白雲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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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 ISBN 978-626-336-309-0 (PDF)
NT$300 普遍級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49-3
(PDF) NT$300 普遍級

*龍虎干戈. 下冊/歐陽鳳翔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86-1
(PDF) NT$300 普遍級

*翻天印. 第二冊/司馬長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50-9
(PDF) NT$300 普遍級

*龍虎干戈. 上冊/歐陽鳳翔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31-1
(PDF) NT$300 普遍級

*翻天印. 第三冊/司馬長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51-6
(PDF) NT$300 普遍級

*龍鳳飛. 第一冊/古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99-1 (PDF)
NT$300 普遍級

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
壞人大小姐. 11/山口悟作; 霖之助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27-9 (EPUB)
普遍級

*龍鳳飛. 第二冊/古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12-7 (PDF)
NT$300 普遍級
*龍鳳飛. 第三冊/古軍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36-3 (PDF)
NT$300 普遍級
總裁與他愉快的伙伴們/ami 亞海著 .- 新北市 : 41%海風的甜度,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987-1
(EPUB) 普遍級
雖然現在還只是「青梅竹馬的妹
妹」。. 1, 學長,我有一個願望。/涼
暮皐作; 陳幼雯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287-5 (EPUB) 普遍級
*斷魂神劍. 下冊/郎中令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87-5
(PDF) NT$300 普遍級
*斷魂神劍. 上冊/郎中令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80-6
(PDF) NT$300 普遍級
*織錦圖. 下冊/蝶夢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85-1 (PDF)
NT$300 普遍級
*織錦圖. 上冊/蝶夢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82-0 (PDF)
NT$300 普遍級
*翻天印. 第一冊/司馬長虹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醫遍冰心/歸曄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信昌, 11107 .-- 冊 .-- ISBN 978-6267107-28-7 (第 1 卷:平裝) NT$250 .-ISBN 978-626-7107-29-4 (第 2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30-0 (第
3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31-7 (第 4 卷:平裝) NT$250 .-ISBN 978-626-7107-32-4 (第 5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33-1 (第
6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34-8 (第 7 卷:平裝) NT$250 .-ISBN 978-626-7107-35-5 (第 8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36-2 (第
9 卷:平裝) NT$250 .-- ISBN 978-6267107-37-9 (第 10 卷:平裝) NT$250 .-ISBN 978-626-7107-38-6 (全套:平裝)
普遍級
離騷未盡/楚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26-8 (EPUB) 普遍級
離騷未盡/楚影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27-5 (PDF) 普遍級
羅剎嬌娃. 上冊/伴霞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719-7 (PDF)
NT$300 普遍級
藥草飄香看星星/是風不是你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45-652-9 (EPUB)
普遍級
贈以風信子/Trouble Viv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原創,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40-4-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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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界/左夜作 .-- 初版 .-- 臺中市 : 飛燕
文創,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11-743-3 (第 25 冊:平裝) NT$190 .-ISBN 978-626-311-744-0 (第 26 冊:平
裝) NT$190 .-- ISBN 978-626-311-7457 (第 27 冊:平裝) NT$190 普遍級
難得拿到外掛轉生至異世界,就想要
隨心所欲過生活. 2/ムンムン作; 水
龍敬畫;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269221-9 (EPUB) 普遍級
懸空的椅子/唐寅九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釀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45-651-2 (EPUB) 普遍
級
鐘鼓雷鳴. 第一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66-4 (PDF)
NT$300 普遍級
鐘鼓雷鳴. 第二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68-8 (PDF)
NT$300 普遍級
鐘鼓雷鳴. 第三冊/若明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73-2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漢嬌娃. 第一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67-7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漢嬌娃. 第二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66-0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漢嬌娃. 第三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65-3
(PDF) NT$300 普遍級
*鐵漢嬌娃. 第四冊/秋夢痕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75-2
(PDF) NT$300 普遍級
霸王圖. 第一冊/高陽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67-1 (PDF)
NT$300 普遍級
霸王圖. 第二冊/高陽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70-1 (PDF)
NT$300 普遍級
霸王圖. 第三冊/高陽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69-5 (PDF)
NT$300 普遍級
霸王圖. 第四冊/高陽生作 .-- 臺北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72-5 (PDF)
NT$300 普遍級
霸總強行包養我/羅川著 .-- 初版 .-高雄郵 : 製肉本屋,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02-2-3 (EPUB)
普遍級
魔女之旅. 17/白石定規作; 李殷廷
譯 .-- 臺北市 : 青文,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2-740-8 (EPUB)
普遍級
魔血俠心. 第一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19-0
(PDF) NT$300 普遍級
魔血俠心. 第二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20-6
(PDF) NT$300 普遍級
魔血俠心. 第三冊/陳文清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621-3
(PDF) NT$300 普遍級
魔彈之王與聖泉的雙紋劍/瀬尾つか
さ作; 林佳祥譯 .-- 臺北市 : 東立,
11106 .-- 240 面; 19 公分 .-- ISBN 978957-26-9406-0 (第 4 冊:平裝) 普遍級
*鶴唳青雲. 下冊/荊白華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42-7
(PDF) NT$300 普遍級
*鶴唳青雲. 上冊/荊白華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318-2
(PDF) NT$300 普遍級
聽雪譜. 18/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91-6 (EPUB) 普遍級
聽雪譜. 19/弄玉著 .-- 新北市 : 河圖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1-92-3 (EPUB) 普遍級

*驚天神筆. 第一冊/離騷客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02-8
(PDF) NT$300 普遍級
*驚天神筆. 第二冊/離騷客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19-6
(PDF) NT$300 普遍級
*驚天神筆. 第三冊/離騷客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16-5
(PDF) NT$300 普遍級
靈媒警探. 1, 在人間/蕎丹.卡斯蒂略.
普萊斯著; 螭夢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平心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94-453-8 (PDF) 普遍級
鱷魚燈籠/清翔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燈籠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1-0-7 (EPUB) 普遍級
*閰王令. 第一冊/萍飄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496-7
(PDF) NT$300 普遍級
*閰王令. 第二冊/萍飄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29-2
(PDF) NT$300 普遍級

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88-5-5 (EPUB) 普遍級
妖怪客棧. 6: 仙路之光/楊翠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88-2-4 (PDF) 普遍級
妖怪客棧. 6: 仙路之光/楊翠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88-3-1 (EPUB) 普遍級

其他
<<正負之間>>寫真書/大方影像作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208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6-936-4 (平
裝) 普遍級
<<快樂做妳最精彩>>謝忻心靈寫真/
謝忻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6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16-855-8 (平裝) 普遍級
<<健康富足新視野>>有聲書. 第 1 輯
/許添盛主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
文化, 11105 .-- 約 500 分面; 公分 .-ISBN 978-986-0707-62-5 (線上有聲書
(MP3)) 普遍級

*閰王令. 第三冊/萍飄生作 .-- 臺北
市 :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6-524-7
(PDF) NT$300 普遍級

<<健康富足新視野>>有聲書. 第 2 輯
/許添盛主講 .-- 初版 .-- 新北市 : 賽斯
文化, 11106 .-- 約 445 分面; 公分 .-ISBN 978-986-0707-63-2 (線上有聲書
(MP3)) 普遍級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 下/嚴文儒注
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00-6
(EPUB) 普遍級

<<彌勒救苦真經>>講義/胡湧源編
註 .-- 初版 .-- 苗栗縣 : 廣思講堂,
11104 .-- 23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19-0-5 (平裝) 普遍級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 上/嚴文儒注
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598-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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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59-6 (PDF) NT$280 普遍級

*新譯閱微草堂筆記. 中/嚴文儒注
譯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599-3
(EPUB) 普遍級
妖怪客棧. 5: 九尾狐變形計/楊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88-4-8 (PDF) 普遍級
妖怪客棧. 5: 九尾狐變形計/楊翠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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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2022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
學 系 所 大 學 部 畢 業 班 專 刊 = 2022
SCCD graduate catalog/ .-- 初版 .-- 臺
北市 :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所,
11105 .-- 422 面; 24 公分 .-- ISBN 978957-629-425-9 (平裝) 普遍級
( ( ( ) ) ): 2022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
學系所大學部畢業班設定集/ .-- 初

版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媒傳設計系
所, 11105 .-- 144 面; 24X19 公分 .-ISBN 978-957-629-426-6 (平裝) 普遍
級

1 小時科普: 新生兒及嬰幼兒護理/京
虎子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48-6 (EPUB) 普遍級

(全圖鑑)照順序就好！看圖學文法
不用背: 用「直覺+視覺」秒懂所有
文法觀念,把英文變簡單!/田地野彰
著; 陳書賢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國
際學村,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21-5 (PDF) 普遍級

1 小時科普: 懷孕 280 天/京虎子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44-8
(EPUB) 普遍級

(好消息)我的不起眼未婚妻在家有
夠可愛。. 2/氷高悠作; 邱鍾仁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49-8
(EPUB) 普遍級
(能量瑜伽解剖)氣脈.肌群.骨骼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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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0-90-5 (EPUB) 普遍級
100+句學校沒教的英文慣用語: 秒讚
口 說考 官高分 表達 , 躍 升母 語程 度
English Speaker/Lora 作; 楊明樺譯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80-4
(EPUB) 普遍級
100+句學校沒教的英文慣用語: 秒讚
口 說考 官高分 表達 , 躍 升母 語程 度
English Speaker/Lora 作; 楊明樺譯 .-初版 .-- 臺北市 : 日月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81-1
(PDF) 普遍級
12 文豪: 圍繞日本文學的冒險/李長
聲作.朗讀 .-- 初版 .-- 臺北市 : 遍路文
化傳媒, 11105 .-- 約 484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28-6-3 (線上有聲
書(MP3)) NT$420 普遍級
15 分鐘畫花草自學入門書/zhao 著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6-829-0
(EPUB) 普遍級
15 分鐘畫花草自學入門書/zhao 著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86-830-6
(PDF) 普遍級
1949 來台日記/朱西甯著 .-- 初版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578-9
(EPUB) 普遍級

*2021 疫情下的深呼吸/郭明昌著 .-初版 .-- 宜蘭縣 : 郭明昌,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3-9985-7 (PDF)
普遍級
2030 科技趨勢全解讀/金知賢著; 陳
柏蓁, 黃子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9-40-7 (PDF) 普遍級
2030 科技趨勢全解讀/金知賢著; 陳
柏蓁, 黃子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9-41-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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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12-4 (EPUB) 普遍級
21 世紀諾貝爾化學獎: 2001-2021/科
學月刊社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鷹出
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05-7-6 (PDF) 普遍級
21 世紀諾貝爾生醫獎: 2001-2021/科
學月刊社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鷹出
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05-8-3 (PDF) 普遍級
21 世紀諾貝爾生醫獎: 2001-2021/科
學月刊社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鷹出
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05-9-0 (EPUB) 普遍級
21 世紀諾貝爾物理獎: 2001-2021/科
學月刊社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鷹出
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6-0-4 (PDF) 普遍級
21 世紀諾貝爾物理獎: 2001-2021/科
學月刊社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鷹出
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6-1-1 (EPUB) 普遍級
21 世紀諾貝爾獎: 2001-2021/科學月
刊社著 .-- 一版 .-- 新北市 : 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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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 .-- 冊 .-- ISBN 978-626-95976-59 (全套:平裝) NT$1200 普遍級
24H 夏威夷漫旅/橫井直子作; 沈俊傑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1-559-7 (PDF) 普遍級
24 小時背出全身重要穴道: 針灸穴位
快速記憶法/黃照寰著 .-- 第 1 版 .-新北市 : 商鼎數位,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44-209-9 (PDF)
普遍級
30 年青春.震耳欲聾: 真的不要來 EZ5!
你會迷上!/許理平(虎哥)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5-58-7 (EPUB)
普遍級
*3D 列印設計製作/李錟鋒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38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479 (平裝) 普遍級
3 分鐘自我諮商筆記術: 仿效 Google、
Apple 等一流企業與奧運選手都在實
現的 11 種心理療法/前田泰章著; 伊
之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441-0 (EPUB) 普遍級
55 分鐘手作麵包/沼津理恵著; 林芷
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任 性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60-6-5 (EPUB) 普遍級
55 分鐘手作麵包/沼津理恵著; 林芷
柔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任 性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60-7-2 (PDF) 普遍級
7 日神級瘦身餐,不靠重訓也能吃出
好身材/石本哲郎著; 米宇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66-5
(EPUB) 普遍級
炁息/王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
文化創意,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60-1-4 (PDF) 普遍級
炁息/王薀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善聞
文化創意,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60-2-1 (EPUB) 普遍級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manifestations of affective education:
personal, social and health education in
England and life education in Taiwan=
台灣與英國之情意教育比較研究/徐

慧真著 .-- 臺中市 : 藝流文創, 11104 .- 284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29-0-2 (平裝) NT$560 普遍級
A history of Chinese aviation/Lennart
Andersson .-- 臺北市 : 中華民國航空
史研究會, 9702 .-- 320 面; 29 公分 .-ISBN 978-957-28533-3-7 (精裝) 普遍
級
A way to be still. 2016-021/Victor ChenYuan .-- 臺北市 : 陳沅, 11104 .-- 121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0087 (精裝) 普遍級
Aiming high/Joseph Henley, Sandrine
Ting .-- second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
東華, 11104 .-- 120 面; 28 公分 .-- ISBN
978-626-7130-08-7 (第 3 冊:平裝) 普遍
級
AI 人工智能於食品業之應用研討會
輯要= Conferen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ood
Industry/施明智, 張維棠, 林映岑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化大學保健
營養系, 11104 .-- 80 面; 30 公分 .-ISBN 978-957-596-409-2 ( 平 裝 )
NT$12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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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89-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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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90-0 (EPUB) 普遍級
A 大的理財金律: 從零存款開始也能
越過越好(1 書＋1 夢想筆記本)/A 大
(ameryu)作 .-- 臺北市 : 先覺,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4-423-2
(EPUB) 普遍級
BACCANO!大騷動!. 20, 1931-Winter
the time of the oasis/成田良悟作; 曹茹
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52-8 (EPUB) 普遍級
Beautiful in white/吳錦妮作 .-- 初版 .-新北市 : 吳錦妮, 11104 .-- 冊 .-- ISBN
978-626-01-0040-7 (全套:精裝) 普遍
級

Ari 帶著問號向前走/阿爆(阿仍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09-3
(EPUB) 普遍級

Cindy's musicbox. book 2: 9 pieces for
violin & piano/梁竹君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博亞文化, 11104 .-- 56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9317-6-2 (平裝)
NT$300 普遍級

Ari 帶著問號向前走/阿爆(阿仍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聯經,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08-6310-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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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43-1 (PDF) 普遍級

As You Go: 去,啟動神聖相遇的每一
刻/杜維德(Victor Dawson)著; 胡慧馨,
謝淑霞, 天恩編譯小組譯 .-- 初版 .-臺北市 : 天恩,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277-340-6 (EPUB) 普遍
級

Coding the future/樂奇育科技文教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作 .-- 臺中市 : 樂奇
育科技文教, 11104 .-- 6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01-1-8 (平裝) 普遍
級

ASP.NET Core 6 實戰守則: 超易懂的
跨平台開發入門教學 /林正祥(ATai
Lin)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87-0 (PDF) 普遍級
ASP.NET Core 6 實戰守則: 超易懂的
跨平台開發入門教學 /林正祥(ATai
Lin)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88-7 (EPUB) 普遍級

Constitutional standard for permanent
peace/ .-- 臺北市 : 永久和平發展協會,
11104 .-- 2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7316-5-2 (精裝) NT$500 普遍級
COVID-19 的法治挑戰. 一/許華偉, 李
榮耕, 林欣柔, 翁逸泓, 張陳弘, 李建
良, 吳明孝, 廖緯民, 洪國華, 黃源浩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1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27-6 (平裝) NT$350 普遍級
COVID-19 的法治挑戰. 二/洪國華, 張
哲倫, 蘇奕彰, 林志六, 陳秉暉, 曾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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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 余萬能, 卓俊雄, 許澤天, 楊添圍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17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57-511728-3 (平裝) NT$350 普遍級
Creative collaboration for a resilient
world: creating new shared values and
new policies in the post-pandemic
world/Baba Yoshihsa, Park Jae Kyu,
Wang Shuu Yin, Mine Yoichi, Koide
Minoru, Tamai Hideki, Kim Sung Kyung,
Pang Chien-Kuo, Kim Jung, Chung
Jaewook, Wang Shun-Wen, Sasaki
Satoshi, Yu Hsiao-Yun, Shaw Johnny,
Lee Byong-Chul, Popovski Vesselin .-初版 .-- 臺北市 : 余小云, 11104 .-- 7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970 (平裝) NT$150 普遍級
Ctrl+T 淺野一二 O 的漫畫世界/淺野
一二 O 作; 林子傑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9-253-6 (EPUB) 普遍
級
Cy Twombly 的郵戳/少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58-1 (EPUB) 普
遍級
Desert/ .-- 高 雄 市 : 美 樂 蒂 文 教 ,
11103 .-- 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51-3 (平裝) 普遍級
Dogs/ .-- 高 雄 市 : 美 樂 蒂 文 教 ,
11103 .-- 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47-6 (平裝) 普遍級
Edible wild greens of Taiwan's Pangcah
people/Dongi Kacaw 吳雪月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4 .-- 2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408-8126 (精裝) NT$580 普遍級
ETTC 急診外傷訓練課程= Emergency
trauma training course/劉淵元總編輯 .- 第五版第三刷 .-- 臺北市 : 台灣急診
醫學會, 11104 .-- 258 面; 30 公分 .-ISBN 978-626-95995-0-9 (平裝) 普遍
級
Excel 統計分析/陳耀茂作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807-6 (PDF) 普遍級
Facebook 互動行銷: 社群網路創業經
營潮+廣告利益超越傳統大躍進.臉
書行銷一手掌握,靠小預算玩出龐大
商機!/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91-7 (PDF) 普遍級
Facebook 互動行銷: 社群網路創業經
營潮+廣告利益超越傳統大躍進.臉
書行銷一手掌握,靠小預算玩出龐大
商機!/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92-4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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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53-9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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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54-6 (PDF) 普遍級
From foot soldier to college professor: a
memoir/馬忠良 James C. Ma 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08-4 (PDF)
普遍級
Fruits/ .-- 高 雄 市 : 美 樂 蒂 文 教 ,
11103 .-- 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49-0 (平裝) 普遍級
Fun with grammar/林帛申, 許寶方, 卜
秀芳, 李佳玲, Keith Beckett 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何嘉仁, 11105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86-60-5 (第
5 冊:平裝) 普遍級
Illuminations: Words of Insight from
Dharma Master Cheng Yen. Vol. 1, On
Living and Dying/Narrator: Shih Cheng
Yen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624-9-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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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84-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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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85-9
(PDF) 普遍級

Journey of miracles in China/author
Hope Liu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天
恩, 11105 .-- 20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77-339-0 (平裝) 普遍級
Keystone/空中英語教室編輯群文 .-再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106 .-184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1413-1 (平裝) NT$600 普遍級
LOVE WILLY: 威利寫真書/李威利作;
曾崇倫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06 .-- 16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321-541-2 (平裝) 普遍級
LOVE WILLY: 威利寫真書/李威利作;
曾崇倫攝影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69-6 (EPUB) 普遍級
Master Lin 四粒五分難解球型/林啟明,
林雨涵作 .-- 嘉義市 : 林雨涵, 11106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02-5 (平裝) NT$999 普遍級
MATLAB 在化工上之應用/陳奇中編
著 .-- 台中市 : 陳奇中,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52-0 (PDF)
普遍級
Mito-leyendas aborígenes de Australia=
不可思議的澳洲原住民神話傳說/孔
方明(Fernando Darío González Grueso)
西文翻譯 .-- 一版 .-- 新北市 : 淡大出
版中心, 11106 .-- 170 面; 21 公分 .-ISBN 978-626-7032-17-6 ( 平 裝 )
NT$400 普遍級
Modern
Confucian
entrepreneur:
biography of Tsai Shiding: the legendary
life of the founder of the United Pacific
Hotel Group/written with Liu Kai-ping;
translated by Jonathan Brody, Wang
Shuang-chiu .-- 臺北市 : 中華書局,
11104 .-- 31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5512-90-3 (平裝) 普遍級
My ABC activity book: from A to M/張
杏如, 賴國宜, 潘和, 溫佩華, 廖瑞文
企畫; 湯姆牛圖 .-- 三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161-684-1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My ABC activity book: from N to Z/張
杏如, 賴國宜, 潘和, 溫佩華, 廖瑞文
企畫; 湯姆牛圖 .-- 三版 .-- 臺北市 :
信誼基金, 11105 .-- 36 面; 26 公分 .-ISBN 978-986-161-685-8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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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ifty years in Taiwan: a memoir of
sorts= 半世紀在臺灣: 一位香港移民
的回憶錄/Nora Chiang 姜蘭虹著 .-- 臺
北市 : 唐山, 11105 .-- 31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307-216-4 ( 平 裝 )
NT$480 普遍級
N3、N2、N1 新日檢常見 500 文型:
一目瞭然!必考文法考前筆記總整理
(附線上音檔 QR 碼)/許心瀠著 .-- 新
北市 : 國際學村,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54-218-5 (PDF) 普遍級
OGSM. 2: 變革領導/張敏敏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48-3
(PDF) 普遍級
OKR 最重要的一堂課: 一則商場寓言,
教你避開錯誤、成功打造高績效團
隊 / 克 莉 絲 汀 娜 . 渥 德 科 (Christina
Wodtke)著; 劉一賜, 行雲會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346-6
(EPUB) 普遍級
OKR 最重要的一堂課: 一則商場寓言,
教你避開錯誤、成功打造高績效團
隊 / 克 莉 絲 汀 娜 . 渥 德 科 (Christina
Wodtke)著; 劉一賜, 行雲會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47-3 (PDF)
普遍級
Percentum/ 林 曉 瑛 Sally,Lin, 宮 保 睿
Paul,Gong 編輯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
工業產品系, 11105 .-- 428 面; 28 公
分 .-- ISBN 978-957-629-427-3 (精裝)
普遍級
Plants/ .-- 高 雄 市 : 美 樂 蒂 文 教 ,
11103 .-- 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54-4 (平裝) 普遍級
Power BI 快速入門/全華研究室, 郭欣
怡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51-6 (PDF) 普遍級
Rain/ .-- 高雄市 : 美樂蒂文教, 11103 .- 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49445-2 (平裝) 普遍級
Ready for reading success. 3: develop
y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s(寂天
雲 隨 身 聽 APP 版 )/Owain Mckimm,
Rob Webb, Ruth Chong 著 .-- 初版 .-臺北市 : 寂天文化, 11105 .-- 128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300-125-1
(16K 平裝) 普遍級

Report on the defense technology trend
assessment: assess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ilitary technology. 2021/editors-inchief Tzy-Yun Su, Jui-Min Hung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20-5 (平
裝) NT$450 普遍級

published .-- 臺 中 市 : Oliver Lin,
11104 .-- 37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01-0032-2 (平裝) 普遍級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s and
military. 2021/editors-in-chief KuanChen Lee, Ming-Te Hung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5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18-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The moon builders and the legend of
human origin/author The Disciple of the
Creation Fa; translation Vicky Hsieh .-臺北市 : 微塵國際, 11105 .-- 152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86-06092-5-7 (精
裝) NT$1000 普遍級

Report on the security landscape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2021/editors-inchief Ming-Shih Shen, Shiau-Shyang
Liou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300 面; 23 公分 .-- ISBN 978-626-317819-9 (平裝) NT$450 普遍級
SDGs 系列講堂 SDGs 超入門: 60 分
鐘讀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帶來的
新商機/Bound 著; 陳識中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9-254-3 (EPUB)
普遍級
SEE 說市場/王翊菲圖.文 .-- 初版 .-新北市 : 王翊菲, 11104 .-- 30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12-4 (精裝)
普遍級
Spacious Hearts and Pure Thoughts:
Pursuing a Life of Beauty and
Goodness/written by Shih Cheng Yen;
translation by Dharma as Water
Team,Tzu Chi USA .-- 初版 .-- 臺北市 :
靜思人文,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9-3-9 (EPUB) 普遍級
Taiwan flies/Paul Tseng .-- first edition .- 臺北市 : 臺灣東華, 11105 .-- 128 面;
27 公分 .-- ISBN 978-626-7130-09-4 (平
裝) 普遍級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cision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ICPMMT 2022/editor-inchief Gow-Yi Tzou .-- 初版 .-- 屏東縣 :
臺灣扣件產業技術發展協會, 11105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741-4-7 (平裝) 普遍級
The brain and money talk: don't lose
money. invest wisely/Oliver Lin .-- first

The brain and money talk: don't lose
money. invest wisely/Oliver Lin .-- first
published .-- 臺 中 市 : Oliver Lin,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034-6 (EPUB) 普遍級

TRAVELER'S notebook 旅人筆記本品
牌誌/TRAVELER'S COMPANY 作; 哲
彥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墨 刻 ,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24-9 (EPUB) 普遍級
Visual Studio Code 實用指南: 官方文
件沒有詳述的 Extension 觀念、命令
組合技與鍵位客製化技巧/韋恩(蔡尚
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93-1 (PDF) 普遍級
Visual Studio Code 實用指南: 官方文
件沒有詳述的 Extension 觀念、命令
組合技與鍵位客製化技巧/韋恩(蔡尚
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94-8 (EPUB) 普遍級
*[郵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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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7-055-5 (PDF)
普遍級

ISBN 978-986-06405-3-3 ( 平 裝 )
NT$180 普遍級
「瑪特里」一族/陳達得故事; 佘怡
瑩繪圖 .-- 一版 .-- 臺中市 : 普生數位
科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8509-17-7 (EPUB) 普遍級
「管理思維與實務」暨「應用科學」
研 討 會 . 2022= 2022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Thinking and Practice &
Applied Science/王榮基, 李世珍, 李佑
婷, 林家樹, 翁振益, 陳志賢, 陳純德,
陳淼勝, 鄧少華, 羅智耀編輯委員 .-臺中郵 : 亞博, 11106 .-- 200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8266-5-5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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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33-9
(EPUB) 普遍級
ㄐㄐ沒有那麼神!: 從動物生殖器與
交配行為,重新理解自然界與人類世
界中的兩性關係/艾蜜莉.威靈罕
(Emily Willingham)著; 張馨方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31-4 (EPUB)
普遍級
一次讀 10 本書的極速閱讀攻略: 在
資訊爆炸、注意力驟降的 AI 時代,10
倍高效的串聯閱讀法,幫你創造財富、
改變世界、扭轉命運/金炳完著; 林
侑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53-9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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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版 .-- 新北
市 : 千華數位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7-054-8 (PDF)
普遍級

一次讀 10 本書的極速閱讀攻略: 在
資訊爆炸、注意力驟降的 AI 時代,10
倍高效的串聯閱讀法,幫你創造財富、
改變世界、扭轉命運/金炳完著; 林
侑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54-6 (EPUB) 普遍級

「Tammy 的小喜小悲」創作集/鄭愛
華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白沙灣藝術
工作室, 11104 .-- 64 面; 30 公分 .-ISBN 978-986-88294-3-5 ( 平 裝 )
NT$700 普遍級

一相無相: 戴育澤教築師宗教建築作
品集/戴育澤總編輯 .-- 初版 .-- 臺中
市 : 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11106 .-140 面; 21X21 公分 .-- ISBN 978-62696098-0-2 (精裝) 普遍級

*「老當憶壯.藝啟活化」社區世代
共榮善智指導員培訓手冊/黃富順主
編 .-- 初版 .-- 花蓮縣 : 慈濟大學教育
傳播學院, 11104 .-- 96 面; 25 公分 .--

一看就懂!圖解 1 小時讀懂阿德勒心
理學/永藤かおる著; 邱香凝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76-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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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台灣巫 師的影子 書 /丹德萊恩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44-4 (PDF) 普遍級

人生必讀的智慧定律/李津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20-7-6 (PDF)
NT$320 普遍級

一 個台灣巫 師的影子 書 /丹德萊恩
作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45-1 (EPUB) 普遍級

人生必讀的勵志經典/李津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20-8-3 (PDF)
普遍級

一個時刻/何杉作 .-- 1 版 .-- 臺北市 :
新文潮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86-06760-7-5 (EPUB) 普遍
級

人生需要來場小革命/伊莉莎白.吉兒
伯特(Elizabeth Gilbert)作; 鄭煥昇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7-98-8 (EPUB) 普遍級

一個操盤手的虧損自白: 長銷 30 年
的獲利經典/吉姆.保羅(Jim Paul), 布
南登.莫尼漢(Brendan Moynihan)作; 陳
重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今周刊,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54-7 (PDF) 普遍級
一家之主: 基督教家庭生活教育指南
/凱尼斯.剛果(Kenneth O. Gangel), 詹
姆士.威爾霍特(James C. Wilhoit)編著;
薛豐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道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0-412-6 (PDF) 普遍級
一學就會的 12 堂紓壓課: 百萬聽眾
敲碗期待,Podcast 聽點不一樣,完整分
享紓壓解憂 12 招,讓你丟掉煩悶,重
拾喜樂之心,學會一生受用的 5 個療
癒練習/黃素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26-4 (EPUB) 普遍級
二二八反抗運動: 臺灣爭取民主之路
(二二八事件 75 週年增訂版)/黃惠君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8-134-8 (PDF) 普遍級
二二八反抗運動: 臺灣爭取民主之路
(二二八事件 75 週年增訂版)/黃惠君
作 .-- 二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8-135-5 (EPUB) 普遍級
二 十一世紀 審判的源 起 /若逢木子
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90-0 (PDF) 普遍級
人民的呼喚: 尹錫悅 韓國檢察官總
統的傳奇故事/劉順達作 .-- 一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377-0 (PDF)
普遍級

人氣醫師彭溫雅的養胃護腸祕方/彭
溫雅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68-4 (EPUB) 普遍級
人魚潛水等級. Lv 1~2: 開啟通往人
魚 世 界 的 大 門 /DIWA 編 輯 團 隊 編
輯 .-- 新北市 : 迪華控股, 11105 .-- 60
面 ; 21X19 公 分 .-- ISBN 978-98698032-3-6 (平裝) NT$600 普遍級
人魚潛水等級. Lv 3~4: 成為專業的
人魚表演者/DIWA 編輯團隊編輯 .-新北市 : 迪華控股, 11105 .-- 40 面;
21X19 公分 .-- ISBN 978-986-98032-43 (平裝) NT$600 普遍級
人間佛教的實踐: 使者的紀錄/慧裴
法師著 .-- 初版 .-- 高雄市 : 佛光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57-626-5 (EPUB) 普遍級
人間清涼境/釋證嚴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靜思人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89-0-8 (EPUB) 普遍
級
人類歷史變化最大的一百年: 世界為
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20 世紀的戰爭、
科技、民主、流行樂......刻劃出現代
社會的模樣 /傑洛米.布萊克(Jeremy
Black)作;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39-3 (PDF) 普遍級
人類歷史變化最大的一百年: 世界為
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20 世紀的戰爭、
科技、民主、流行樂......刻劃出現代
社會的模樣 /傑洛米.布萊克(Jeremy
Black)作; 謝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40-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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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出境 安樂利行: 桃園慈濟志工
接機接待史/桃園慈濟人文真善美志
工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30-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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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65-7 (PDF) 普遍級
十八甲阿公/邱傑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57-4 (EPUB) 普遍級
三國故事中的人生智慧/陳樹文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38-7
(EPUB) 普遍級
上桌秒殺!活用蔬菜速簡料理: 專家
教你從挑菜、備料到烹煮,把 20 種常
見蔬菜變身 304 款澎湃主菜、省時
配菜、便利常備菜!/阪下千惠; 王淳
蕙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0-544-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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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44-4-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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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44-5-1 (EPUB)
普遍級
口琴大全: 複音初級教本= Complete
harmonica method/李孝明編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麥書國際文化, 11104 .- 17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02-0-0 (平裝) 普遍級
大人的統計學教室: 提升數據分析能
力的 40 堂基礎課/藤川浩著; 劉宸瑀,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販,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46-8 (EPUB) 普遍級
大台北.桃竹地區小百岳/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106 .-- 2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986-7342-97-3 (半開單張)
NT$380 普遍級

大台北.基隆地區小百岳/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106 .-- 2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986-7342-96-6 (半開單張)
NT$380 普遍級
大共享時代/戈峻, 郭宇寬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24-0 (EPUB)
普遍級
大 英博物館 給世界的 藝術課 / 程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21-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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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2-0-6 (EPUB) 普遍級
大清帝國之康雍乾盛世/關河五十州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 11104 .-冊 .-- ISBN 978-626-95985-3-3 (全套:
平裝) NT$1440 普遍級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講記/悟顯法
師講述 .-- 初版 .-- 臺北市 : 大乘定香
精舍,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7-3-1 (PDF) 普遍級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工
作報告. 110 學年度/葉欣穎執行編
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考中心基金
會,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51-0-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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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81-9
(PDF) 普遍級
女人 40+魅力自信荷爾蒙/蘇珊娜.艾
瑟-貝爾克(Susanne Esche-Belke), 蘇珊．
姬爾熹娜 -布朗斯(Suzann KirschnerBrouns)著; 黃鎮斌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原水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86-3-2 (EPUB) 普遍
級
女力世代: 女人的創業實學
/HerAttitude 臺灣女性創業支持暨發
展協會作; 謝佼娟朗讀 .-- 初版 .-- 臺
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4 .-- 約 438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92-7
(線上有聲書(MP3)) NT$360 普遍級

女力重生/李慶隆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今周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4-56-1 (PDF) 普遍級
孑 然 一 身 / 商 多 士 . 雅 列 思 (Santosh
Alex)著; 李魁賢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88-70-8 (EPUB) 普遍
級
小百岳導遊圖/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106 .-- 冊 .-- ISBN 978-626-7150-047 (全套:半開單張) 普遍級
小法故事多/隆.麥羅.杜奎特作; 邱俊
銘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42-0 (PDF) 普遍級
小法故事多/隆.麥羅.杜奎特作; 邱俊
銘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楓樹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43-7 (EPUB) 普遍級
小說的孕育: 從<<搜神記>>到<<史
記>>,從秦漢志怪的興起到西漢史傳
的輝煌/石昌渝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350-6 (EPUB) 普遍
級
小篆部首精選: 字字附解說/邢莉麗
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邢莉麗,
11104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89-5 (平裝) NT$450 普遍級
小學自然科學領域雙語教材教法/范
雅晴主編 .-- 臺中市 : 靜宜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 11106 .-- 70 面; 37 公分 .-ISBN 978-986-99896-8-8 (平裝) 普遍
級

不用完美,做個還不錯的人就好: 韓
國腦科學專家革命性療癒聖經,寫給
每個感到自卑、焦慮、挫折、痛苦
的你!/許智元著; 邱琡涵譯 .-- 初版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596-86-6 (PDF)
普遍級
不再裝沒事, 我允許自己不開心: 正
視負面情緒,還原內在秩序的 36 則轉
念對話/高莉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77-3 (EPUB) 普遍級
不再裝沒事, 我允許自己不開心: 正
視負面情緒,還原內在秩序的 36 則轉
念對話/高莉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78-0 (PDF) 普遍級
不 存 在 的 男 人 / 麗 莎 . 傑 威 爾 (Lisa
Jewell)著; 吳宜璇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高寶國際,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06-414-3 (EPUB) 普遍
級
不要只會罵孩子: 正確的教子方法/
王剛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培育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431-4-5 (PDF) 普遍級
不動怒,與亞斯伯格症孩子親近溝通/
王意中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6-295-9 (EPUB) 普遍級
不動產稅法導論/陳善翔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首宇開發, 11104 .-- 258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6366-12 (平裝) NT$350 普遍級

工業機器人系統設計. 下冊/吳偉國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16-2 (PDF) 普遍級

不善家務的塔子姊姊. 1/はるかわ陽
作; 此木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70-2 (EPUB) 普遍級

工業機器人系統設計. 上冊/吳偉國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17-9 (PDF) 普遍級

不廢江河萬古流: 林清凉回憶錄/林
清凉著; 陳丕燊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65-7 (EPUB)
普遍級

不一樣的中國史(全 13 冊)/楊照著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573-0 (EPUB)
普遍級
不可不知的攝影必修課/高振杰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25-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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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廢江河萬古流: 林清凉回憶錄/林
清凉著; 陳丕燊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25-566-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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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1-556-6 (PDF) 普遍級
不講理的共和國: 國家暴力與帝國利
益下的犧牲品,一部原住民族對抗美
國西拓的血淚哀歌/克勞迪奧.桑特
(Claudio Saunt)著; 羅亞琪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17-7 (EPUB)
普遍級
不确定的年代,我有确定的价值观:
品格挑战快乐假日版(1-3 年级学生
本)/LifeWay 编写小组作; 黄耀礼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50-853-1 (PDF) 普遍級
不确定的年代,我有确定的价值观:
品格挑战快乐假日版(4-6 年级学生
本)/LifeWay 编写小组作; 黄耀礼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基督中國主日,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50-852-4 (PDF) 普遍級
中 小企 業經營 管理 研討會論 文集 .
2022= Proceedings of 2022 Conference
on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Management/ 佛 光 大 學 管 理 學 系 編
輯 .-- 初版 .-- 宜蘭縣 : 佛光大學管理
系, 11105 .-- 49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6629-9-4 (平裝) 普遍級
中文書寫創襲傳統與學術倫理/江寶
釵 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72-3 (EPUB) 普遍級
中 國 人 權 觀 察 報 告 . 2021=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2021/ .-- 臺北市 :
臺灣民主基金會, 11105 .-- 265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06731-1-1 (平裝)
普遍級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藝展英雄傳承美
展專集. 2022/洪昌穀主編 .-- 初版 .-臺北市 : 文化大學藝術學院, 11105 .- 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596411-5 (平裝) NT$1000 普遍級
中國地形圖(雙面版)/ .-- 臺北市 : 大
輿, 11106 .-- 2 面; 77X107 公分 .-ISBN 978-986-386-199-7 ( 單 張 全 開 )
NT$220 普遍級
中國行政圖(雙面版)/ .-- 臺北市 : 大
輿, 11106 .-- 2 面; 77X107 公分 .-ISBN 978-986-386-198-0 ( 單 張 全 開 )
NT$220 普遍級

中國佛教史/蔣維喬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80-2 (PDF) 普遍級
中國陌路: 澳洲通訊記者來自新中國
的 最 後 報 導 / 麥 可 . 史 密 斯 (Michael
Smith)作; 顏涵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2-31-6 (PDF) 普遍級
中國陌路: 澳洲通訊記者來自新中國
的 最 後 報 導 / 麥 可 . 史 密 斯 (Michael
Smith)作; 顏涵銳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堡壘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2-32-3 (EPUB) 普遍
級

長/彼得.霍林斯(Peter Hollins)著; 曾秀
鈴 譯 .-- 初 版 .-- 臺 中 市 : 晨 星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35-4 (EPUB) 普遍級
元宇宙技術革新關鍵: AI 人工智慧
如何成就新一波未來趨勢/陳根著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95-5
(PDF) 普遍級
元宇宙技術革新關鍵: AI 人工智慧
如何成就新一波未來趨勢/陳根著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02-0
(EPUB) 普遍級

中國彩塑藝術/胥建國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39-23-3 (EPUB) 普遍
級

內景唐人街/游朝凱(Charles Yu); 宋瑛
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
傳播,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1-21-3 (EPUB) 普遍級

中華民國全圖(秋海棠)(單面版)/ .-再版 .-- 臺北市 : 大輿, 11106 .-- 1 面;
77X107 公 分 .-- ISBN 978-986-386202-4 (單張全開) NT$220 普遍級

公子世無雙/古人很潮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1-564-1 (PDF)
普遍級

中華色彩學會學術研會論文集. 2021/
丘增平, 何佳穎, 何怡潔, 李家瑜, 沈
蓉兒, 林天水, 林宗翰, 洪啟竹, 洪祺
森, 胡晴雯, 孫沛立, 徐明景, 康書愷,
張智超, 張語玲, 張蕙欣, 許家瑜, 郭
文貴, 陳光大, 陳奕蓁, 陳建宇, 陳鴻
興, 黃姵慈, 楊承翰, 楊宸昕, 萬奕, 蔡
旺晉, 蔡政旻, 鄭伃婷, 鄭映辰, 鄭鈺
陵, 魏葶瑜, 羅梅君作 .-- 臺北市 : 中
華色彩學會,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06482-1-8 (PDF) 普遍級

公民行動指南: 保護自己、守護臺灣:
遇到危機與戰爭該怎麼辦?/蕭長展,
洪國鈞, Sih Hān-Tsùn 內容編輯 .-臺北市 : 沃草, 11105 .-- 40 面; 26 公
分 .-- ISBN 978-626-96075-0-1 (平裝)
NT$250 普遍級

中華攝影教育學會年刊. 2022=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Photographic
Educations 2022 yearsbook/孫銘德, 江
季凌, 陳安儀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中華攝影學會, 11104 .-- 68 面;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4670-8-7 (平裝)
普遍級
中醫芳療百科/沈莉莎, 李嘉菱作 .-二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55-6
(EPUB) 普遍級
中醫師的養生健康寶典/楊力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大都會文化, 11107 .-冊 .-- ISBN 978-626-95794-5-7 (全套:
平裝) NT$1520 普遍級
什麼都能教的最高教學法: 要當一位
好老師,必須先成為一位好的學習者
「教」&「學」相互促進、共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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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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08-8 (PDF)
普遍級
反派千金賽希莉亞.西爾維為了活下
去決定女扮男裝. 1/秋桜ヒロロ原作;
秋山シノ漫畫; 此木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1-571-9 (EPUB) 普遍
級
反派千金賽希莉亞.西爾維為了活下
去決定女扮男裝. 2/秋桜ヒロロ原作;
秋山シノ漫畫; 此木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1-572-6 (EPUB) 普遍
級
反派千金賽希莉亞.西爾維為了活下
去決定女扮男裝. 3/秋桜ヒロロ原作;
秋山シノ漫畫; 此木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73-3 (EPUB) 普遍
級
太 感謝了 !有 電鍋就 會煮 ♡/ 邱韻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35-6 (PDF) 普遍級
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3, 是誰在說話?.
上/翁裕庭作; 步烏, 米巡繪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57-32-9556-3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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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25-575-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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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25-576-3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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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25-573-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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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25-574-9 (EPUB) 普遍
級

心跳: 一舞十年/郭丁瑋作 .-- 嘉義市 :
郭丁瑋, 11104 .-- 31 面; 33 公分 .-ISBN 978-626-01-0037-7 ( 精 裝 )
NT$800 普遍級
心電感應大角星: 星際馬雅時間飛船
計畫/張之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新
星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202-6-9 (EPUB) 普遍級

日本戰國武將圖解: 150 位風雲豪傑
大解密/小和田哲男, 會田康範, 後藤
敦, 坂井洋子, 武田鏡村, 堤昌司著;
林文娟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94-3 (EPUB) 普遍級

心藥: 做自己最好的醫生/鍾灼輝作 .- 三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37-5
(EPUB) 普遍級

日本歷代都城小史/喜田貞吉著; 楊
田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22-6 (EPUB) 普遍級

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 蜕變中的世界,
從舊冷戰到新世紀的危機/米哈伊爾.
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3-0-7 (EPUB)
普遍級

日式家常菜的美味科學: 家庭和食的
配方 X 技巧 X 烹調原理全圖解/前田
量子著; 陳芬芳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16-4 (EPUB) 普遍級

手柄解鎖: 遊戲詩歌集/米高貓作 .-初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31-8
(EPUB) 普遍級
文物拍賣大典. 2022/魏麗萍, 劉洋名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家
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27-8 (PDF) 普遍級
文章作法/夏丏尊, 劉薰宇著 .-- 1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823-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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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25-571-8 (PDF) 普遍級

日本 5ch 戰神的回嘴技術/突擊東北
著; 林姿呈譯 .-- 1 版 .-- 臺北市 : 樂金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24-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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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25-572-5 (EPUB) 普遍
級

日本男偶像史: 那些年,你我追逐的
男偶像明星/太田省一著; 康逸嵐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03-4
(EPUB) 普遍級

心月意境: 卓麗秋(心月)山水青花瓷
專輯= The cnceptual artwork created by
Anne Cho landscap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art book/卓麗秋(心月)創作 .- 彰化縣 : 卓麗秋, 11104 .-- 14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254 (精裝) NT$1800 普遍級

日本咖啡時光/田中慶一, 山之內遼
作; 張嘉芬, 李佳霖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日出, 11104 .-- 冊 .-- ISBN 978626-7044-45-2 (全套:平裝) NT$840 普
遍級

心理危機干預 36 計/徐中收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39-4 (EPUB)
普遍級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421-3-0 (第
2 冊:平裝) NT$199 普遍級

日本和食考/永山久夫著;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85-1
(EPUB) 普遍級
日本語 GOGOGO(練習帳)/財團法人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編著 .-- 增訂一
版 .-- 新北市 : 豪風, 11104 .-- 70 面;
164

日治/民國時期.都市化與現代化的腳
步. 1/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
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50-1 (EPUB) 普遍級
日治/民國時期.都市化與現代化的腳
步. 2/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
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51-8 (EPUB) 普遍級
日常行為心理解析/蘇成榮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62-2 (EPUB)
普遍級
比看財報更精準的選股指標: 鑑識
6,500 位社長的基金經理人珍藏筆記,
挑股票、跟老闆,公司有沒有前途?
比看財報還準/藤野英人作; 劉錦秀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44-7 (PDF) 普遍級
比看財報更精準的選股指標: 鑑識
6,500 位社長的基金經理人珍藏筆記,
挑股票、跟老闆,公司有沒有前途?
比看財報還準/藤野英人作; 劉錦秀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45-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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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64-0-9 (PDF) 普遍級
水晶寶石應用全書: 收錄超過 200 種
寶石介紹,超過 600 種應用技巧,解讀

礦石中的占星知識與療癒能量/塞里
德文.格林利夫(Cerridwen Greenleaf)
作; 梵妮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
浩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18-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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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57-658-814-3 (EPUB) 普遍
級

水筆輕鬆畫水彩/管育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6-827-6 (PDF)
普遍級

他山之石: 魯迅讀過的百來篇外國作
品/陳漱渝, 姜異新編 .-- 初版 .-- 新竹
縣 : 如是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06-68-1 (EPUB) 普遍
級

水筆輕鬆畫水彩/管育伶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漢欣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86-828-3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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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光,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3-90-7
(EPUB) 普遍級
火線沙場/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著; 王凌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86-5 (PDF) 普遍級
火線沙場/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著; 王凌緯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木
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88-9 (EPUB) 普遍級
父 之 罪 / 勞 倫 斯 . 卜 洛 克 (Lawrence
Block)作; 易萃雯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34-5 (EPUB) 普遍級
世上只有媽媽好/黃英家著 .-- 初版 .- 臺中市 : 樹人, 11106 .-- 48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5964-2-3 (平裝)
NT$200 普遍級
世界已經回不去了,學會放棄才有轉
機/澤圓著; 陳聖怡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究竟,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7-371-3 (EPUB) 普遍級
世界地形圖(雙面版)/ .-- 臺北市 : 大
輿, 11106 .-- 2 面; 77X107 公分 .-ISBN 978-986-386-197-3 ( 單 張 全 開 )
NT$220 普遍級
世界行政圖(雙面版)/ .-- 臺北市 : 大
輿, 11106 .-- 2 面; 77X107 公分 .-ISBN 978-986-386-196-6 ( 單 張 全 開 )
NT$220 普遍級
世紀悲歌/多喜百合子著; 李魁賢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8-69-2 (EPUB) 普遍級

出走,朝聖的最初/阿光(游湧志)著 .-初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39-5-8
(EPUB) 普遍級
出宮!小女生月經的祕密/谷慕慕
GoMoond, 曾彥菁作; 陳漢玲繪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7 .-- 200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316-924-1 (平
裝) 普遍級
出團啦!MINECRAFT DUNGEONS 地
下城打寶全秘錄/GOLDEN AXE 作;
盧品霖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62-6 (EPUB) 普遍級
出團啦!MINECRAFT DUNGEONS 地
下城打寶全秘錄/GOLDEN AXE 作;
盧品霖譯 .-- 1 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6-863-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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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23-3
(EPUB) 普遍級
加密貨幣之謎: 踏出了解比特幣世界
的 第 一 步 / 克 里 斯 . 布 尼 斯 克 (Chris
Burniske), 傑克.塔塔爾(Jack Tatar)作;
謝宛庭, 江芳吟, 楊玲萱譯 .-- 初版 .-新北市 : 好人,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72-4-6 (PDF) 普遍級
加密貨幣之謎: 踏出了解比特幣世界
的 第 一 步 / 克 里 斯 . 布 尼 斯 克 (Chris
Burniske), 傑克.塔塔爾(Jack Tatar)作;
謝宛庭, 江芳吟, 楊玲萱譯 .-- 初版 .-新北市 : 好人,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72-5-3
(EPUB)
NT$300 普遍級
加密貨幣聖經: 數位貨幣、數位資產、
加密交易與區塊鏈的過去與未來/安
東尼.路易斯(Antony Lewis)著; 趙盛
慈翻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4 .16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08-2
(EPUB) 普遍級
加速燃脂瘦身的芳香療法: 運用 7 支
精油和 63 種配方,讓瘦身效果大躍進,
消除腰部與大腿的頑固脂肪!/莎曼珊.
伯爾納(Samantha Boerner)著; 謝明珊
翻譯 .-- 新北市 : 大樹林,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413-9-3
(EPUB) 普遍級
包立的錯誤,量子時代的革命: 反覆
驗證、多方討論,自錯誤中不斷進步
的科學/盧昌海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351-3 (EPUB) 普遍
級
包租公筆記本. 2/蕭子軒, 張明義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91-7
(PDF) 普遍級
半導體雷射技術/盧廷昌, 王興宗著 .- 二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00-7 (PDF)
普遍級
卡片盒筆記: 最高效思考筆記術,德
國教授超強秘技,促進寫作、學習與
思考,使你洞見源源不斷,成為專家/
申克.艾倫斯(Sönke Ahrens)著; 吳琪仁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62-4
(EPUB) 普遍級
占星學中的月亮/達比.卡斯提拉
(Darby Costello)著; 陳燕慧, 馮少龍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86-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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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66-3-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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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66-4-6 (EPUB) 普遍級
古羅馬的傳承: 從神廟、廣場到現代
經典/張潔, 周睿哲著; 趙世駿繪 .-- 臺
北市 : 大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5-0-2 (EPUB) 普遍級

古籍之美: 古籍文獻典藏與管理/張
圍東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1-364-6 (EPUB) 普遍級

台北大稻埕.飛翔在波麗路的天空. 2/
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53-2 (EPUB) 普遍級

台語心花開: 學台文超入門/鄭順聰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80-3 (EPUB) 普遍級

古籍知識手冊. 二, 古代漢語知識/高
振鐸主編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56-5 (PDF) NT$560 普遍級

台北府城西北線.日治時期的歐洲縮
影與消失的外省菜系. 1/林嘉澍作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54-9
(EPUB) 普遍級

台灣地形圖(雙面版)/ .-- 臺北市 : 大
輿, 11106 .-- 2 面; 107X77 公分 .-ISBN 978-986-386-201-7 ( 單 張 全 開 )
NT$220 普遍級

古籍知識手冊. 三, 文化知識/高振鐸
主編 .-- 再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57-2 (PDF) NT$560 普遍級
*司法的主宰與敬畏,誰有權利寬恕
兇手: 黑色法袍的由來、正義女神蒙
上雙眼的原因、刑訊背後的祕密/張
建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華
泉,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00-5 (EPUB) 普遍級
另一種啟蒙: 江戶時代的本草學如何
建構自然知識、分類萬物,帶領日本
走向現代化/費德里柯.瑪孔(Federico
Marcon)著; 林潔盈譯 .-- 一版 .-- 新北
市 : 衛城,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37-2 (PDF) 普遍級
另一種啟蒙: 江戶時代的本草學如何
建構自然知識、分類萬物,帶領日本
走向現代化/費德里柯.瑪孔(Federico
Marcon)著; 林潔盈譯 .-- 一版 .-- 新北
市 : 衛城,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2-38-9 (EPUB) 普遍級
史上最震撼的飲食大真相: 吃對食物,
身體就好!橫跨 5 大洲、歷 20 年研究
的 最 佳 實 證 / 偉 斯 頓 .A. 普 萊 斯
(Weston A. Price)著; 張家瑞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6-77-7
(EPUB) 普遍級
史 丹 . 李 漫 威 漫 畫 法 / 史 丹 . 李 (Stan
Lee), 約翰.巴斯馬(John Buscema)著;
陳依萍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0-227-2 (EPUB) 普遍級
台中.南投地區小百岳/ .-- 新北市 : 上
河文化, 11106 .-- 2 面; 53X77 公分 .-ISBN 978-986-7342-99-7 ( 半 開 單 張 )
NT$380 普遍級
台北大稻埕.飛翔在波麗路的天空. 1/
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52-5 (EPUB) 普遍級

台北府城西北線.日治時期的歐洲縮
影與消失的外省菜系. 2/林嘉澍作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59-4
(EPUB) 普遍級
台股超完美風暴後的大榮景: 台股的
前世、今生與未來/張真卿撰寫.口述;
陳永信編整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29-7-6 (EPUB) 普遍級

台灣行政圖(雙面版)/ .-- 臺北市 : 大
輿, 11106 .-- 2 面; 107X77 公分 .-ISBN 978-986-386-200-0 ( 單 張 全 開 )
NT$220 普遍級
台灣批發零售業 IT Spending 大調查.
2021/朱師右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
研所,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63-0 (PDF) 普遍級
台灣茶你好/林昱丞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60-2 (PDF) 普遍級

台南.高屏地區小百岳/ .-- 新北市 : 上
河文化, 11106 .-- 2 面; 53X77 公分 .-ISBN 978-626-7150-01-6 ( 半 開 單 張 )
NT$380 普遍級

台灣茶你好/林昱丞著 .-- 二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61-9 (EPUB) 普遍
級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黃建芳老師送審
專技副教授代表作: 蚵仔煎的秘密/
黃建芳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十九號
文創工作室, 11106 .-- 9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15-0-9 ( 平 裝 )
NT$250 普遍級

台灣營建業 IT Spending 大調查. 2021/
朱師右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64-7 (PDF) 普遍級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黃建芳老師送審
專技副教授參考作. 一: 報告!班長有
問題漫畫創作/黃建芳作 .-- 初版 .-臺中市 : 十九號文創工作室, 11106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15-1-6 (平裝) NT$150 普遍級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黃建芳老師送審
專技副教授參考作. 二: 數位繪圖與
數位雕塑/黃建芳作 .-- 初版 .-- 臺中
市 : 十九號文創工作室, 11106 .-- 39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15-23 (平裝) NT$120 普遍級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黃建芳老師送審
專技副教授參考作. 三, 奇幻插畫繪
製技法/黃建芳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十九號文創工作室, 11106 .-- 8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15-3-0 (平裝)
NT$200 普遍級
台語心花開: 學台文超入門/鄭順聰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79-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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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療業 IT Spending 大調查. 2021/
朱師右作 .-- 臺北市 : 資策會產研所,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65-4 (PDF) 普遍級
四技二專統測英文應考必讀攻略+5
回模擬試題(試題本)/賴世雄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常春藤有聲,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6-3-0
(PDF) 普遍級
四海揚名 箴心 50+1 校慶特刊/鍾幸
芳總編輯 .-- 臺中市 : 臺中市立四箴
國中, 11106 .-- 15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001-89-9 (精裝) 普遍級
外婆 我的故鄉我的家: 涂崇聖攝影
集/涂崇聖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水靈
文創, 11104 .-- 96 面; 20X21 公分 .-ISBN 978-626-95757-2-5 ( 精 裝 )
NT$380 普遍級
失業爸爸轉職成巨乳女高中生遊戲
實況主. 2/糸吉了一作; 咖比獸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74-0
(EPUB) 普遍級

失業爸爸轉職成巨乳女高中生遊戲
實況主. 3/糸吉了一作; 咖比獸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75-7
(EPUB) 普遍級
巧克力簡史: 穿越回千年前,與時人
面對面,觸摸可可與巧克力的歷史/燕
巧工坊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45-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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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05-4 (EPUB) 普遍級
必須虛構: 後國族菲律賓紀錄片的多
樣真實= Necessary fictions: negotiating
realities in post-national Philippine
documentaries/ 阿 嘉 妮 . 阿 盧 帕 克
(Adjani ARUMPAC), 古提雷茲.曼岡
薩 康 二 世 (Gutierrez "Teng"
MANGANSAKAN II), 尼克.迪奧坎波
(Nick DEOCAMPO), 派崔克.坎波斯
(Patrick
CAMPOS),
CANTRILLS
FILMNOTES, 朱利安.B.巴托(Julian B.
BATO), 郭敏容(KUO Ming-jung), 江
懷哲(Jeremy CHIANG Huai-che), 希林.
施諾(Shireen SENO), 墨夫.艾斯皮納
(Merv ESPINA), 鍾佩樺(CHUNG Peihua)作; 鍾佩樺, 林木材主編 .-- 新北
市 :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11105 .-- 128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86-532-585-5 (平裝) 普遍級
打造人氣甜點店: 接單接著就開店,
甜點師創業學大公開!/Vicky 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5-60-0
(EPUB) 普遍級
正向教養,從跟孩子好好說話開始:
70 萬家長推薦!教養專家帶你從說話
習慣,培養出孩子的自信、責任、創
意等優勢人格素養/吳秀香作; 杜佩
瑀翻譯 .-- 初版 .-- 新北市 : 臺灣廣廈,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0-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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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402-357-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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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11-7 (EPUB) 普遍級
民國史研究的引路人: 蔣永敬先生傳
/林桶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36-81-5 (PDF) 普遍級
民國史研究的引路人: 蔣永敬先生傳
/林桶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
史文化學社,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36-82-2 (EPUB) 普遍
級
民粹主義/卡斯.穆德(Cas Mudde), 克
里 斯 托 巴 . 卡 特 瓦 塞 爾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合著; 徐承恩譯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63-9-9
(EPUB) 普遍級
民粹主義/卡斯.穆德(Cas Mudde), 克
里 斯 托 巴 . 卡 特 瓦 塞 爾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合著; 徐承恩譯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4-0-6
(PDF) 普遍級
*永續發展與綠色科技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 2022 第六屆= 6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Green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洪耀 明 總 編
輯 .-- 嘉義縣 : 南華大學, 11104 .-- 1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109-829 (平裝) 普遍級
生產與作業管理/鄭榮郎編著 .-- 五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84-4 (PDF)
普遍級
生態系競爭策略: 以生態系為基礎,
企業進攻、防守、掌握時機和領導
力的最強策略工具 /隆.艾德納(Ron
Adner)著; 黃庭敏譯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98-761-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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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57-546-975-7 (EPUB) 普遍
級
用瑠璃色來妝彩你/緒芋みお作; 秦
不虫譯 .-- 初版 .-- 臺南市 : 長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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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06690-1 (EPUB) 普遍級
用鮮血和謊言寫下的百年中共黨史/
林保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36-1 (PDF) 普遍級
用鮮血和謊言寫下的百年中共黨史/
林保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37-8 (EPUB) 普遍級
甲蟲超人超圖解/黑貓老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17-5 (PDF)
普遍級
甲蟲超人超圖解/黑貓老師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4-718-2
(EPUB) 普遍級
*申亮= Shen Liang/大未來林舍畫廊
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未來林舍
畫廊藝術, 11105 .-- 11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038-7-1 (精裝) 普遍
級
白水鑑心: 楊月鳳校長的教育之道/
楊月鳳主述; 王竹語撰文 .-- 初版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7-52-2 (PDF)
普遍級
白水鑑心: 楊月鳳校長的教育之道/
楊月鳳主述; 王竹語撰文 .-- 初版 .-臺北市 : 經典雜誌,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37-57-7 (EPUB)
普遍級
目送/龍應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90-9 (PDF) 普遍級
目送/龍應台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91-6 (EPUB) 普遍級
矢板明夫對台灣的「說三道四」/八
旗文化編輯部, 矢板明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15-9 (EPUB)
普遍級
矢板明夫對台灣的「說三道四」/八
旗文化編輯部, 矢板明夫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9-16-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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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364-0
(EPUB) 普遍級

先鋒榮譽董事長談投資/傑克.布倫南
(Jack Brennan), 約翰.沃斯(John Woerth)
作; 吳書榆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大
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53-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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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65-7 (PDF)
普遍級

全方位星座、血型、生肖職場人際
縱橫手冊/六分儀編著 .-- 二版 .-- 新
北市 : 讀品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53-166-0 (PDF) 普遍級

交通安全教案手冊. 高中篇/林月琴
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靖娟兒
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835-7-8 (PDF)
普遍級
交通安全教案手冊. 國小篇/林月琴
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靖娟兒
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835-8-5 (PDF)
普遍級
交通安全教案手冊. 國中篇/林月琴
總編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靖娟兒
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6835-9-2 (PDF)
普遍級
企 業文 化暨商 業發 展學術研 討會 .
2022= 2022 Conference on Corporate
Culture & Business Development/李佑
婷, 李鴻文, 邱誌偉, 翁瑞聰, 翁耀臨,
張存金, 陳淼勝, 葉惠仁, 劉春初, 羅
進 水 編 輯 委 員 .-- 臺 中 郵 : 亞 博 ,
11105 .-- 20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266-4-8 (平裝) 普遍級
企業概論/畢斯尼斯編 .-- 九版 .-- 臺
北市 : 鼎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98-6 (PDF) 普遍級
光是想著你我就詩了/鄭茜馨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6-291-1
(EPUB) 普遍級
先秦諸子中的領導智慧/陳樹文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30-1
(EPUB) 普遍級
先鋒榮譽董事長談投資/傑克.布倫南
(Jack Brennan), 約翰.沃斯(John Woerth)
作; 吳書榆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大
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52-7 (EPUB) 普遍級

全世界旅人都想去大阪限量套書: 大
阪滋味+複刻日式老店的美味料理手
帳/江弘毅, 丫曼達作 .-- 初版 .-- 桃園
市 : 橙實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95198-9-7 (全套:平裝) 普遍
級
全世界最幸福的工作/玄 SIR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布克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2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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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95743-7-7 (EPUB) 普遍級
全 家 老 小 不 生 病 的 健 康 瑜 珈 /Sujit
Kumar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56-3 (EPUB) 普遍級
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論文摘
要集. 2022/健行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編輯 .-- 桃園市 : 健行科大, 11104 .-10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21281-9 (平裝附光碟片) 普遍級
共 產 主 義 / 萊 斯 利 . 荷 姆 斯 (Leslie
Holmes)著; 梁文傑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左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94-1-3 (PDF) 普遍級
共 產 主 義 / 萊 斯 利 . 荷 姆 斯 (Leslie
Holmes)著; 梁文傑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左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94-2-0 (EPUB) 普遍
級
再見宣言/Chinozo 原作.監修; 三月み
どり作; 一杞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53-5 (EPUB) 普遍級
再思福音使命: 更新布道的動機與動
力/斯托得著; 顧華德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44-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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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蘇銘翔著 .-- 7 版 .-- 臺北市 : 書
泉,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1-270-6 (PDF) 普遍級
吉娜兒的人生食堂: 如果我跌落人生
谷底,與其打電話訴苦,我寧可好好大
吃一頓!/吉娜兒圖.文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58-9 (PDF) 普遍級
吉娜兒的人生食堂: 如果我跌落人生
谷底,與其打電話訴苦,我寧可好好大
吃一頓!/吉娜兒圖.文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59-6 (EPUB) 普遍
級
各國大專教師時間分配之探討: 台灣
及日、美與其他國家/廖珮珳, 鄭淑
美, 徐一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
研院科技政策中心,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19-326-2 (PDF)
普遍級
向世界敞開心扉: 無論幸福的你還是
受傷的你,都該擁有的心靈讀本/魯先
聖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32-5 (EPUB) 普遍級
名教與新經: 東晉袁宏<<後漢紀>>
的史論及其思想/蘇子齊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55-2 (EPUB)
普遍級
名獸醫的養鳥小百科: 從鸚鵡、鸚哥
到文鳥,與鳥兒交心的飼養訣竅/海老
澤和莊著; 林佑純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46-85-2 (PDF) 普遍級
名獸醫的養鳥小百科: 從鸚鵡、鸚哥
到文鳥,與鳥兒交心的飼養訣竅/海老
澤和莊著; 林佑純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46-86-9 (EPUB) 普遍
級
后里慈安宮莫吳李三府千歲沿革誌/
蘇槥, 張慶宗, 廖誼溪撰文 .-- 臺中市 :
后里慈安宮管委會, 11106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11-0-3 (平
裝) 普遍級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即死魔法與複
製技能的極致回復術. 9/月夜淚作;
捲毛太郎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
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54-2 (EPUB) 普遍級

地獄谷: 台語小說集/王羅蜜多著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24-8 (PDF)
普遍級
地獄谷: 台語小說集/王羅蜜多著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25-5 (EPUB)
普遍級
地緣政治學/許湘濤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57-711-259-0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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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328-5 (EPUB) 普遍
級
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馬世芳,
許允斌, 姚瑞中, 陳光達, 黃威融著 .-五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43-6
(EPUB) 普遍級
在死亡之中/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作; 黃文君譯 .-- 三版 .-- 臺北
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35-2 (EPUB) 普遍級
在家創個好生意: 把點子變實質收入
的 22 堂創業課/凱若 Carol Chen 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69-5 (PDF) 普遍級
在家創個好生意: 把點子變實質收入
的 22 堂創業課/凱若 Carol Chen 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70-1 (EPUB) 普遍級
多 元 文 化 主 義 / 阿 里 . 拉 坦 希 (Ali
Rattansi)著; 吳家恆, 傅士哲, 非爾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4-3-7 (EPUB) 普遍級
多 元 文 化 主 義 / 阿 里 . 拉 坦 希 (Ali
Rattansi)著; 吳家恆, 傅士哲, 非爾合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4-4-4 (PDF) 普遍級
多 面向第二 語言習得 理論 / 陳振宇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32-0
(PDF) 普遍級
多點腸識防百病/姚紀高著 .-- 第一
版 .-- 新北市 : 文經社,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63-807-7 (PDF)
普遍級
好 股票, 壞股 票 / 李南雨著; 蔡佩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43-8 (PDF) 普遍級
好 股票, 壞股 票 / 李南雨著; 蔡佩君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9-44-5 (EPUB) 普遍級
好藝術,誰說了算?: 15 個該避開的藝
術投資迷思 X13 種靠近藝術的觀點
X12 件藝術教會你的事,讓我們先聊
藝術再數鈔票/李博文著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19-8 (EPUB) 普遍級
如何創新/鍾元峰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鍾元峰,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01-0045-2 (EPUB) NT$100 普
遍級
如何照料你所愛的親人: 照顧失智、
重病、失能者的全方位實用指南/亞
曼達.衛爾寧(Amanda Waring)著; 田若
雯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健行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3-8-4 (EPUB) 普遍級
如何解讀現代與當代藝術/蘭斯.埃斯
布倫德(Lance Esplund)作; 張穎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啟明,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10-6-7 (PDF)
普遍級
如何預防下一次大流行病/比爾.蓋茲
(Bill Gates)著; 鄭方逸, 張靖之譯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66-6
(EPUB) 普遍級
如何讓她欲仙欲死/露.佩姬特(Lou
Paget)著; 許逸維譯 .-- 二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25-5 (EPUB) 普遍級
如果你不曾來過/龔華著 .-- 一版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8-68-5
(EPUB) 普遍級
如果走散了,我還有你給的勇氣: 母
女勇敢追夢,137 天橫越歐亞,一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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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與相依的旅程/潔媽著 .-- 初版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98-765-9 (EPUB)
普遍級
如果問我為什麼要工作: 工作讓人很
煩,但沒工作更煩,韓國最強斜槓青年
怎麼做自己喜歡的工作,還能賺到錢。
/金景熹著; 林侑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3-41-6 (PDF) 普遍級
如果問我為什麼要工作: 工作讓人很
煩,但沒工作更煩,韓國最強斜槓青年
怎麼做自己喜歡的工作,還能賺到錢。
/金景熹著; 林侑毅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大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3-42-3 (EPUB) 普遍
級
如果德川家康成為總理大臣: 最強武
將復活!看 AI 戰鬥內閣如何力挽狂瀾、
拯救日本/真邊明人作; 林慧雯譯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17-4
(EPUB) 普遍級
存股族的財報選股術: 不看盤,不當
沖,每天 30 分鐘,5 年滾出千萬資產/
金大旭作; 蔡佩君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方言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480-91-2 (EPUB) 普遍
級
安然如素/向然作 .-- 宜蘭縣 : 北極之
光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121-7-1 (EPUB) 普遍級
年輪交錯的黃金歲月: 飛舞的藍蝶/
阮虔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14-5 (EPUB) 普遍級
年輪交錯的黃金歲月: 飛舞的藍蝶/
阮虔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15-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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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2-310-0
(EPUB) 普遍級
成為領導者: 資本主義新時代的領導
準則/修伯特.喬利(Hubert Joly), 卡蘿
蘭.藍柏特(Caroline Lambert)著; 劉復
苓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79-4 (EPUB) 普遍級

分 .-- ISBN 978-626-318-289-9 (EPUB)
普遍級

成為領導者: 資本主義新時代的領導
準則/修伯特.喬利(Hubert Joly), 卡蘿
蘭.藍柏特(Caroline Lambert)著; 劉復
苓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80-0 (PDF) 普遍級

肉腳的跑步人蔘: 不知不覺跑上癮/
趙心屏朗讀 .-- 臺北市 : 好好聽文創,
11104 .-- 約 25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293-2-2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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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
庫塞基(James M. Kouzes), 貝瑞.波斯
納(Barry Z. Posner)著; 高子梅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36-9 (EPUB)
普遍級
托福口語黃金 800 單字/那天編著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33-2
(EPUB) 普遍級
早知道就這樣學修辭/彭瑜亮, 邱絲
敏作 .-- 二版 .-- 新竹縣 : 亮語文創教
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664-6-3 (PDF) 普遍級
有錢人買的股票和你不一樣/金賢俊
著; 陳彥樺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
金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20-1 (EPUB) 普遍級
江文也傳: 音樂與戰爭的迴旋/劉美
蓮撰著 .-- 增訂一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79-6 (EPUB) 普遍級
江夏堂臺灣黃氏族譜/黃森榮, 黃文
玉編纂 .-- 初版 .-- 新竹縣 : 黃森榮,
11105 .-- 17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36-0 (精裝) 普遍級
米米= mimi/陳怡卉作 .-- 新北市 : 棲
光工作室, 11105 .-- 104 面; 15X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051-0-1 (平裝)
普遍級
老師的話/ .-- 新北市 : 明德, 11104 .-160 面 ; 22 公 分 .-- ISBN 978-98606688-5-8 (第 28 輯:平裝) NT$160 普
遍級
老神再在. III, 破繭而出/謝明杰著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92-9 (EPUB)
普遍級
老神再在. IV, 乘風展翼/謝明杰著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6 .-- 面; 公

自 由 主 義 / 麥 可 . 弗 里 登 (Michael
Freeden)作; 吳家恆, 傅士哲合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4-5-1 (PDF)
普遍級
自 由 主 義 / 麥 可 . 弗 里 登 (Michael
Freeden)作; 吳家恆, 傅士哲合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94-6-8
(EPUB) 普遍級

行動致富: 富足人生,不能只靠空想/
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作; 謝孟
庭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遠 流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57-0 (EPUB) 普遍級
行銷學/耿慶瑞, 陳銘慧, 蔡瑤昇, 江啟
先, 廖森貴, 胡同來, 田寒光, 謝效昭
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72-1 (PDF) 普遍級
西瀛墨緣: 十方書會二 0 二二年書法
展作品集/洪宏賢, 方立權總編輯 .-澎湖縣 : 十方書會, 11105 .-- 5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3121-2-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自我成長 GPS/鄭篤定, 曹德芳著 .-初 版 .-- 臺 北 市 : 希 望 之 聲 文 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95-3-3 (EPUB) 普遍級

住在咖啡館.獻給家人最美好的自然
餐食: 減醣女王娜塔的生活提案&精
選居家減醣料理/娜塔作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348-0 (EPUB)
普遍級

自給自足蔬菜種植百科: 12 個月蔬菜
栽種時程 x60 種種菜步驟詳細圖解,
在家品嘗一整年的當季蔬菜好滋味!/
鐘秀媚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61-7 (EPUB) 普遍級

住在咖啡館.獻給家人最美好的自然
餐食: 減醣女王娜塔的生活提案&精
選居家減醣料理/娜塔作 .--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349-7 (PDF)
普遍級

艾蜜莉會計師教你聰明節稅(2022 年
最新法規增訂版): 圖解個人所得、
房地產、投資理財、遺贈稅/鄭惠方
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29-4-5
(EPUB) 普遍級

佛教的見地與修道/宗薩蔣揚欽哲諾
布作; 楊日瀚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學,
11104 .-- 約 4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62-8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血與土: 現代奴隸、生態滅絕,與消
費 市 場 的 責 任 / 凱 文 . 貝 爾 斯 (Kevin
Bales)著作; 江玉敏譯 .-- 一版 .-- 新北
市 : 八旗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9-27-2 (PDF) 普遍級
血與土: 現代奴隸、生態滅絕,與消
費 市 場 的 責 任 / 凱 文 . 貝 爾 斯 (Kevin
Bales)著作; 江玉敏譯 .-- 一版 .-- 新北
市 : 八旗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9-28-9 (EPUB) 普遍
級
行政法: 案例式/林洲富著 .-- 6 版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798-7 (PDF) 普遍級
行政法概要/蔡震榮著 .-- 四版 .-- 臺
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28-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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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育哲學新論/陳迺臣著 .-- 初
版 .-- 彰化縣 : 彰師大,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490-8-1 (PDF)
普遍級
作个真门徒/斯托得(John Stott)著; 江
惠蓮譯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43-3
(EPUB) 普遍級
你以為的偶然,都是人生的必然: 通
透好命的本質,解生活的憂,排人生的
苦/千里淳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雜誌,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98-759-8 (EPUB) 普遍級
你的存款比想像中更少: 面對通貨膨
脹,你的財產正在不斷貶值/韋維, 韋
秀英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清文
華泉,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5-01-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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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27-8 (EPUB) 普遍級
你怎麼看待老年,它就怎麼回應你/劉
秀枝作; 楊雅淳朗讀 .-- 臺北市 : 鏡文
學, 11104 .-- 約 30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54-60-4 (線上有聲書(MP3))
普遍級
你是盛放煙火,而我是星空/張馨潔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43-5
(PDF) 普遍級
你是盛放煙火,而我是星空/張馨潔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九歌,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44-2
(EPUB) 普遍級
你家的小孩是不是永遠在問為什麼:
我也想回答啊!但我也不知道答案......
一本書巧妙回答孩子的 255 個問題/
李麗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52-0 (EPUB) 普遍級
你擁有世界上所有的時間: 用集中感
知力,活出沒有極限的人生/麗莎.布
羅德利(Lisa Broderick)作; 甘鎮隴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5-679-0
(EPUB) 普遍級
免背式發音練習本/龔玲慧作 .-- 再
版 .-- 臺北市 : 師德文教, 11104 .-- 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7114-100 (第 1 冊:平裝) NT$199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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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France Hirigoyen)著; 顧淑馨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59-2 (EPUB)
普遍級
別 生 氣啦 !/ 小池龍之介 著 ; 張嘉芬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83-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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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34-6 (EPUB) 普遍級
別當除草機父母: 用 REBT 理情行為
治療的 ABCDE 走出焦慮,教出未來
世界最能生存的孩子/武自珍作; 郭
馨雅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4 .-- 約 292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5-00-4 (線上有聲書(MP3))
NT$320 普遍級
別 讓情緒綁 架你的思 緒 /南懷真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27-6 (平裝) NT$380 普遍級
即使憂鬱,也能創業活下去!/林直人
著; 連雪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青
丘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900-3-3 (EPUB) 普遍級
吳克己的職人手感吐司: 專業烘焙技
法,解開吐司的秘密/吳克己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5-57-0
(EPUB) 普遍級
吳姐姐講聖經故事. 6, 聖經中的愛情
/吳涵碧著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886-4 (PDF) 普遍級
君子溫如玉/古人很潮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1-563-4 (PDF)
普遍級
告別拖延腦: 靠意志力沒用!用認知
實驗提升大腦警醒度,改善 8 種類低
效率症頭/菅原洋平著; 涂紋凰譯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405-1
(EPUB) 普遍級
完全推理邏輯遊戲/羅波編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讀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3-167-7 (PDF)
普遍級

別 生 氣啦 !/ 小池龍之介 著 ; 張嘉芬
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84-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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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腹膜透析醫療團隊合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原水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86-2-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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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美 英 語 會 話 寶 典 = Treasury of
perfect English conversation/ 劉 毅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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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 初版 .-- 新北市 : 學習, 11106 .-108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231473-9 (平裝) NT$9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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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29-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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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30-9
(EPUB) 普遍級
希臘羅馬百科事典: 從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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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09-6 (PDF) 普遍級
形狀: 資訊、生物學、策略、民主以
及所有一切背後的幾何學/喬丹.艾倫
伯格(Jordan Ellenberg)作; 蔡丹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鷹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6-2-8 (PDF)
普遍級
形狀: 資訊、生物學、策略、民主以
及所有一切背後的幾何學/喬丹.艾倫
伯格(Jordan Ellenberg)作; 蔡丹婷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鷹出版,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76-3-5
(EPUB) 普遍級
快樂鍵盤和聲. 4. 練習篇/陳宏心作 .- 初版 .-- 新竹市 : 萌音文化, 11104 .- 80 面; 26 公分 .-- ISBN 978-62695855-4-0 (平裝) NT$230 普遍級
我在地球的奇異旅程/火星爺爺著 .-初版 .-- 臺北市 : 火星酷,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6040-1-2
(EPUB) 普遍級
我在地球的奇異旅程/火星爺爺著 .-初版 .-- 臺北市 : 火星酷,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0-2-9 (PDF)
普遍級
我的一天從 4 點 30 分開始/金有真作;
黃菀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681-3 (EPUB) 普遍級
我的風火輪/吳敏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九歌,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37-4 (PDF) 普遍級

我的師友梁啟超/吳其昌, 毛以亨原
著; 蔡登山主編 .-- 一版 .-- 臺北市 :
新銳文創,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8-07-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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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41-0 (EPUB) 普遍級
我的第一本親子互動英文: 針對視覺、
聽覺、觸覺設計的「情境對話、趣
味插圖、互動遊戲」達到五感協調,
自然激發雙語學習本能(附 QR 碼線
上音檔)/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 高旭
銧著 .-- 新北市 : 國際學村,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4-219-2
(PDF) 普遍級
我的插畫史/南伸坊著; 蔡青雯譯 .-一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30-7 (EPUB)
普遍級
我的焦慮室友/酵母 Gym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307-7 (PDF)
普遍級
我的焦慮室友/酵母 Gym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308-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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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路與書,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63-13-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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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60-3-6 (PDF) 普遍級
我們都是星族人. 2/王謹菱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橡樹林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39-7-2
(EPUB) 普遍級
我們想去的地方/張琉珍 .-- 初版 .-臺北市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1-22-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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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20-1 (EPUB) 普遍級

面; 23 公分 .-- ISBN 978-957-28368-35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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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版 .-- 新北市 : 楓葉社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21-8 (PDF) 普遍級

每天來點神知識: 希臘神話人物雜學
圖解百科: 神知識又增加了!藝術、
電影、廣告及電玩的靈感都來自祂
們/奧德.葛米娜(Aude Goeminne)著;
安 娜 . 勞 爾 . 瓦 盧 西 克 斯 (Anne-Laure
Varoutsikos)都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17-5 (EPUB) 普遍級

抗疫神器/曹朱榜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謳馨, 11104 .-- 48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77-0-3 (平裝) 普遍
級
批判哲學的批判: 康德述評/李澤厚 .- 二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453-3
(EPUB) 普遍級
抒情之外 屈騷再詮/王欣慧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輔大出版社,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29-38-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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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89-7 (EPUB) 普遍級

沉睡的帝國/魏鑒勛, 張國慶, 蔣瑋, 楊
英杰, 喻大華, 張晶, 王若, 蔣重躍, 趙
東艷, 張志坤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旗, 11107 .-- 冊 .-- ISBN 978-62695985-4-0 (全套:平裝) NT$1680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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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59-8-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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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59-9-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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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90-3 (PDF) 普遍級

沒有目標的那一年,我實現了理想生
活: 內心渴望比計畫更強大!「超前
感受」夢想實現的喜悅,你的行動將
完全不一樣/伊莉莎白.古爾德
(Elizabeth Gould)著; 謝明珊譯 .-- 新北
市 : 大樹林,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12-1-9 (EPUB) 普遍級

投資型保單的 100 個提問/李雪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62-6 (PDF) 普遍級

沒有你,我無法成為小說家/白石一文
著; 邱香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37-4 (EPUB) 普遍級

投資型保單的 100 個提問/李雪雯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63-3 (EPUB) 普遍級

沒有數字腦,也能輕鬆解析數據/木田
浩理, 伊藤豪, 高階勇人, 山田紘史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3-1-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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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59-3-1 (EPUB) 普遍級
李時珍的中草藥筆記/謝宇, 裴華著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都 會 文 化 ,
11107 .-- 冊 .-- ISBN 978-626-95794-40 (全套:平裝) NT$1350 普遍級
李國鼎先生紀念文集: 緬懷/李國鼎
科技發展基金會編著 .-- 初版 .-- 臺北
郵 : 李國鼎科技基金會, 11104 .--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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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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66-2
(EPUB) 普遍級
男 女 之 間 存 在 純 友 情 嗎 ?( 不 , 不 存
在!). Flag 2, 不然乾脆真的跟我交往
好了?/七菜なな作; 黛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55-9 (EPUB)
普遍級

公分 .-- ISBN 978-626-314-191-9 (PDF)
普遍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27-9 (EPUB) 普遍級

私札與私語: 三顧張愛玲/高全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16-9
(EPUB) 普遍級

防彈斷食: 延緩老化、減少發炎、阻
斷身體飢餓訊號,防彈咖啡創始人教
你一輩子都有效的斷食法/戴夫.亞斯
普雷(Dave Asprey)著; 林麗雪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192-6
(EPUB) 普遍級

咖啡時間的自我對話: 5 分鐘改寫潛
意識,實現任何目標/克莉絲汀.黑姆
施 泰特(Kristen Helmstetter) 著; 聿立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智,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5-680-6
(EPUB) 普遍級

私札與私語: 三顧張愛玲/高全之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17-6
(PDF) 普遍級
育達人文社會學院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 文 集 . 2021= The 2021 Yu D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苗栗縣 : 育達
科大, 11104 .-- 193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5911-86-7 (平裝) NT$200 普
遍級
角色的解剖: 跟好萊塢編劇教父學習
角色研究的技藝,挖掘角色的四個自
我,深究人性的課題,建立渾然一體的
角色 人物宇宙 / 羅伯特. 麥基(Robert
Mckee)著; 汪冠岐, 黃政淵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27-1
(EPUB) 普遍級
赤道線的南洋密碼: 臺灣@馬來半島
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誌/白偉權著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25-5 (EPUB)
普遍級
走進華麗西藏: 唐卡藝術精品鑑賞/
唐卡文化研究會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達觀,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8-19-6 (EPUB) 普遍級
防彈飲食: 矽谷生物駭客抗體內發炎
的 震 撼 報 告 / 戴 夫 . 亞 斯 普 雷 (Dave
Asprey)著; 魏兆汝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4-189-6 (PDF) 普遍級
防彈飲食: 矽谷生物駭客抗體內發炎
的 震 撼 報 告 / 戴 夫 . 亞 斯 普 雷 (Dave
Asprey)著; 魏兆汝譯 .-- 三版 .-- 新北
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4-190-2 (EPUB) 普遍
級
防彈斷食: 延緩老化、減少發炎、阻
斷身體飢餓訊號,防彈咖啡創始人教
你一輩子都有效的斷食法/戴夫.亞斯
普雷(Dave Asprey)著; 林麗雪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亞馬遜會議: 貝佐斯這樣開會,推動
個人與企業高速成長,打造史上最強
電商帝國/佐藤將之著; 卓惠娟譯 .-初 版 .-- 臺 北 市 :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04-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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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53-7 (EPUB) 普遍級
京都的誕生: 武士所創建的戰亂之都
/桃崎有一郎作; 周若珍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馬可孛羅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7-94-0
(EPUB) 普遍級
依納爵式分辨之道: 突破雜音重圍,
聽見天主的聲音/丹.伯克(Dan Burke)
著; 左婉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上
智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036-78-1 (EPUB) 普遍級
來自祕魯的男人/安德列.艾席蒙
(André Aciman) 作; 宋 瑛堂 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34-7 (EPUB)
普遍級
兒童文學的新生與新聲/謝鴻文著 .-一 版 .-- 臺 北 市 : 秀 威 資 訊 科 技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8-67-8 (EPUB) 普遍級
兩千七百萬的祝福/無左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明人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9-3-3 (PDF)
普遍級
兩千七百萬的祝福/無左路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明人出版,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49-4-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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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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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味覺談戀愛: 細品咖啡,慢飲芳華/
陳麗娟主編 .-- 第一版 .-- 新北市 : 淡
大外語學院, 11105 .-- 7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7032-16-9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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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92-5 (PDF) 普遍級
周賺 10%的三明治投資法: 掌握主力
動向,買股有人替你撐/謝銘龍(彼得
龍), 豹投資著 .-- 新北市 : 財經傳訊,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29-3-8 (EPUB) 普遍級
夜的大赦/曹馭博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雙囍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07-2-8 (PDF) 普遍級
夜的大赦/曹馭博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雙囍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07-3-5 (EPUB) 普遍
級
奇跡 KI-SE-KI/張心萍作 .-- 臺北市 :
張心萍, 11103 .-- 冊 .-- ISBN 978-62601-0001-8 (全套:平裝) 普遍級
奇跡 KI-SE-KI. 1: 星巡りの観測者/張
心萍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張心萍,
11103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98-7 (平裝) 普遍級
奇跡 KI-SE-KI. 2: 妖万華鏡 空虚咎送
り / 張心萍作 .-- 臺北市 : 張心萍,
11103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43-9999-4 (平裝) 普遍級
奇跡 KI-SE-KI. 3: 呪術廻戦/張心萍
作 .-- 臺北市 : 張心萍, 11103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00-1 (平
裝) 普遍級
始得碧紗籠: 鹿秀社區大學黃紗榮傳
統木雕師生聯展/郭佩玲總編輯 .-- 彰
化縣 : 鹿秀社區大學, 11105 .-- 32 面;
26 公分 .-- ISBN 978-986-98613-1-1 (平
裝) NT$150 普遍級

*宗教自由和東亞新興教會: 以基督
教福音宣教會為中心/馬西莫.英特羅
維吉(Massimo Introvigne), 蔡至哲作;
蔡至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64-0 (PDF) NT$380 普遍級
宗教的 40 堂公開課: 無論你是否擁
有信仰,都可以用宗教解答人類對自
身和宇宙的疑問!= A little history of
religion/ 理 查 . 哈 洛 威 (Richard
Holloway); 林金源, 廖綉玉譯; 李亞南
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6 .- 約 4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31-8 (線上有聲書(MP3)) NT$450
普遍級
幸「孕」而生: 遇見試管嬰兒的浪漫
之旅/韓小紅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40-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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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4-168-1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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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4-169-8 (EPUB) 普遍
級
店長愛人/羅川作 .-- 初版 .-- 高雄郵 :
製肉本屋,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02-5-4 (EPUB) 普遍級
怪 獸肌力及 體能訓練 手冊 / 何立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36-1 (EPUB) 普遍級
怪 獸肌力及 體能訓練 手冊 / 何立安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堡壘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2-37-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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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版 .-- 新北
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63-9-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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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版 .-- 新北
市 :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11104 .-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9-0-1
(EPUB) 普遍級
拒絕吧,沒什麼好怕!: 不用忍耐,也不
會傷害到別人的「無敵拒絕法」!/石
原加受子著; 簡捷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平安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96-84-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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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326-1 (EPUB) 普遍
級
放下的力量: 不用心想,一樣事成/王
永憲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95-0 (EPUB) 普遍級
易經說養生先養心: 用六十四種養生
智慧美化人生/趙世晃著 .-- 臺中市 :
晨星,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26-2 (EPUB) 普遍級
明日的代價: 為什麼反成長是通向富
足未來的關鍵?/傑夫.布斯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74-0-6
(EPUB) 普遍級
明日學校: 杜威論學校教育/約翰.杜
威作; 玉雨愚朗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
位學習, 11104 .-- 約 551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93-4 (線上有聲
書(MP3)) NT$350 普遍級
明星教練的超有感徒手健身計畫: 肌
群個別訓練 X 高效燃脂 HIIT,從褲子
變鬆開始,感覺驚人的體態變化!/浩
克 Hulk(陳弘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81-4 (EPUB) 普遍級
明星教練的超有感徒手健身計畫: 肌
群個別訓練 X 高效燃脂 HIIT,從褲子
變鬆開始,感覺驚人的體態變化!/浩
克 Hulk(陳弘璟)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82-1 (PDF) 普遍級
東方 Project 二次創作系列: 死神今日
亦划水度日/東方 Project 原作; あず
まあや漫畫; 霖之助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1-576-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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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樂珠. II: 白話摛藻堂本協均度曲
/林逸軒, 陳綏燕合著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51-05-1 (PDF) 普遍級
東方醉蝶華: 食蓮眾的醉與醒. 2/ZUN
原作; 水炊き漫畫; 霖之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77-1
(EPUB) 普遍級
東方醉蝶華: 食蓮眾的醉與醒. 3/ZUN
原作; 水炊き漫畫; 霖之助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78-8
(EPUB) 普遍級
武將病例實錄/陳武將著 .-- 初版 .-臺南市 : 臺一印刷影印行, 11105 .-279 面 ; 30 公 分 .-- ISBN 978-98692543-9-7 (平裝) NT$9000 普遍級
法 西 斯 主 義 / 凱 文 . 帕 斯 莫 (Kevin
Passmore)著; 徐承恩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63-7-5 (EPUB) 普遍
級
法 西 斯 主 義 / 凱 文 . 帕 斯 莫 (Kevin
Passmore)著; 徐承恩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63-8-2 (PDF) 普遍級
法律歸法律?: 熱門新聞話題中的法
律爭議,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法律
白話文運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54-1 (PDF) 普遍級
法律歸法律?: 熱門新聞話題中的法
律爭議,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法律
白話文運動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55-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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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人,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2-1-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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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人,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2-2-2 (EPUB) 普遍級
狗狗的餐桌日常: 55 道鮮食料理 x 手
工零食 x 自製營養粉,毛小孩這樣吃
最幸福/陳彥姍作 .-- 二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9-00-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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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23-453-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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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09-5 (PDF) 普遍級

矽谷為什麼: 41 位矽谷台灣人對創新、
創業、投資趨勢的第一手觀察直送/
詹益鑑, 謝凱婷原著; 陳雅言文字整
理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73-8
(EPUB) 普遍級

迎战黑暗国度/叶光明著; 柯美玲译 .- 一版 .-- 臺北市 : 以琳,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6-18-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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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96-85-9 (PDF)
普遍級

近 代中國民 主政治發 展史 / 張玉法
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05-1
(EPUB) 普遍級

勁戰六代改裝應用剖析/吳仲軒作 .-初版 .-- 臺北市 : 菁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9675-6-3 (PDF)
普遍級

近代國家之懲罰與其正當化/曾友俞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15-1
(PDF) 普遍級

南北朝期室町幕府をめぐる諸問題:
中国の思想の具体的な実践と伝播/
龜田俊和著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
心, 11106 .-- 312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50-596-9 (精裝) NT$760 普
遍級

社會主義/麥可.紐曼(Michael Newman)
作; 梁文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
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4-7-5 (PDF) 普遍級
社會主義/麥可.紐曼(Michael Newman)
作; 梁文傑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
岸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4-8-2 (EPUB) 普遍級
空號: 實踐大學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畢業作品集 107 級第十五屆/資訊模
擬與設計學系 107 級畢籌會著作 .-初版 .-- 高雄市 : 實踐大學資訊模擬
與設計系, 11104 .-- 120 面; 18X26 公
分 .-- ISBN 978-957-629-429-7 (精裝)
普遍級
股市蟻神投資學. 基礎篇/金政煥, 金
利晏著; 林倫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32-4 (PDF) 普遍級
股市蟻神投資學. 基礎篇/金政煥, 金
利晏著; 林倫伃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3-33-1 (EPUB) 普遍級
花東.金馬澎地區小百岳/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106 .-- 2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626-7150-03-0 (半開單張)
NT$380 普遍級
花的實用圖鑑: 嚴選 327 款花卉植物、
850 款相近品種,從購買、插花到照
顧,優雅享受有花的日子/深野俊幸,
大田花木作; 林安慧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墨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21-8 (EPUB) 普遍級
芬蘭教改之道: 如何打造全球教育典
範/帕思.薩爾博格(Pasi Sahlberg)著;
林曉欽, 楊詠翔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60-8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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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虎年墨藝臻翫: 王鼎鈞書法個展/
王鼎鈞總編輯 .-- 臺北市 : 康寧大學,
11104 .-- 2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199-3-4 (平裝) 普遍級

21 公分 .-- ISBN 978-986-06942-7-7 (平
裝) NT$40 普遍級

金融的世界史: 泡沫、戰爭與股市/
板谷敏彥作; 陳家豪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885-8-9 (PDF) 普遍級

室內設計手繪製圖必學. 3, 透視圖:
從基礎到快速繪製的詳細步驟拆解,
徹底學會透視技法/陳鎔作 .-- 2 版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08-813-3 (EPUB) 普遍
級

金融的世界史: 泡沫、戰爭與股市/
板谷敏彥作; 陳家豪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885-9-6 (EPUB) 普遍
級

客家廚房經典: 食在台灣客家庄,傳
承百年鹹香好滋味/台灣客家美食交
流協會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出色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65-59-4 (EPUB) 普遍級

長空英雄魂: 星式戰機飛官說故事/
田定忠作 .-- 初版 .-- 新北市 : 雅圖創
意設計, 11105 .-- 280 面; 23X23 公分 .- ISBN 978-986-06104-0-6 ( 平 裝 )
NT$600 普遍級

帝王之死: 可怕的掘墓人.忘了他是
誰/柏楊著 .-- 三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29-7 (EPUB) 普遍級

雨 花 共 舞 : 雨 花 石 = Dance together
with rain flower pebbles/牟建仁總編 .-第一版 .-- 臺南市 : 牟建仁, 11106 .-180 面; 26X26 公分 .-- ISBN 978-62601-0058-2 (精裝) 普遍級
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 7/
二丸修一作; 鄭人彥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1-556-6 (EPUB) 普遍
級
信史/天吳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釀出
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55-0 (EPUB) 普遍級
俞淨意遇灶神記/和裕文化編著 .-- 初
版 .-- 臺南市 : 和裕, 11104 .-- 48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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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時代: 自十五世紀海權與探索時
代以降,海外殖民與帝國擴張的故事;
一部關於十三個西方帝國勢力及帝
國主義的歷史/羅伯特.阿爾德利克
(Robert Aldrich)主編; 林玉菁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40-6 (EPUB)
普遍級
建築的面龐 the face of architecture: 現
代主義之後的立面設計/徐純一作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8-814-0
(EPUB) 普遍級
律師也有良心,怎麼了嗎?: 卡債不用
全還、車禍對方錯了還是可以告你、
獲得遺產竟被告侵占......38 個需要律
師的煩心事,讓暗黑律師法老王為你
解惑!/法老王律師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09-1 (PDF) 普遍級
律師也有良心,怎麼了嗎?: 卡債不用
全還、車禍對方錯了還是可以告你、
獲得遺產竟被告侵占......38 個需要律
師的煩心事,讓暗黑律師法老王為你
解惑!/法老王律師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32-9 (EPUB) 普遍
級
律師不會告訴你的事. 2, 訴訟糾紛全
攻略/張冀明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商
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88-2 (EPUB) NT$240 普遍級
律師不會告訴你的事: 打贏官司的 30
個心法/張冀明著 .--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87-5 (EPUB) NT$300 普遍級
後宮真的超八卦/王清華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269 (平裝) NT$380 普遍級
思路/白雲老禪師著 .-- 初版 .-- 高雄
市 : 千佛山白雲,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605-5-4 (PDF) NT$100
普遍級
怎樣判別是非/殷海光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779-6 (PDF) 普遍級
按下暫停鍵也沒關係: 在憂鬱症中掙
扎了一年,我學到的事/阿滴(Ray Du)
著; 小鬱亂入繪 .-- 臺北市 : 如何,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6-624-1 (EPUB) 普遍級
*指標中藥材經典炮製成分與功效差
異/林南海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
南, 11012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93-2 (PDF) 普遍級
拯救地球: 事實與真相/馬克.馬斯林
著; 鄧子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30-5 (EPUB) 普遍級
拯救地球: 事實與真相/馬克.馬斯林
著; 鄧子衿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31-2 (PDF) 普遍級
政府採購法(含概要、大意)/胡劭安
編 .-- 八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99-3
(PDF) 普遍級

政治家中山泰秀/杉浦美香著; 張茂
森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前 衛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31-6 (EPUB) 普遍級
政治家中山泰秀/杉浦美香著; 張茂
森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前 衛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32-3 (PDF) 普遍級
故宮文物研究員帶你輕鬆看懂中國
名畫/余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高寶
國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6-413-6 (PDF) 普遍級
既會用也了解: 最新一代 5G 核心技
術加強版/沈嘉, 杜忠達, 張治, 楊寧,
唐海等編著; 胡嘉璽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深智數位,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46-09-5 (PDF) 普遍級
春雪: 豐饒之海. 第一巻/三島由紀夫
作; 陳系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59-6 (PDF) 普遍級
春雪: 豐饒之海. 第一巻/三島由紀夫
作; 陳系美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大
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60-2 (EPUB) 普遍級
查無此人/曾國平作 .-- 1 版 .-- 臺北
市 : 新文潮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86-06760-8-2 (EPUB) 普遍
級
毒品施用者分流處遇制度及篩選項
目之研究/紀致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30-6 (PDF) 普遍級
流動的真實/林育雅著 .-- 初版 .-- 臺
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05-82-5 (PDF) 普遍級
為什麼愈溝通愈受傷: 告別情緒崩壞,
擺脫慣性溝通,解開扭曲關係的 51 個
對話練習/朴宰蓮著; 賴姵瑜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40-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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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24-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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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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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0-425-6 (PDF) 普遍級
疫苗解鎖,疾病退散/峰宗太郎著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69-2
(PDF) 普遍級
疫苗解鎖,疾病退散/峰宗太郎著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70-8
(EPUB) 普遍級
疫情之後重新思考我國學研機構吸
引 與延攬國 際人才之 策略 / 任德寬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國研院科技政
策中心,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19-325-5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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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09-4 (EPUB) 普遍級
科技農夫升等攻略: 臺灣農業數位轉
型指南/王仕賢, 陳瑞榮, 湯惟真, 許萌
芳編輯委員 .-- 新竹市 : 農業科技研
究院, 11105 .-- 23 面; 26X19 公分 .-ISBN 978-626-95306-3-2 (平裝) 普遍
級
科學思維訓練遊戲: 創造力比知識更
重要/張祥斌主編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26-4 (EPUB) 普遍級
科學教育/殷海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76-5 (PDF) 普遍級
美國威士忌全書: 11 名廠 x6 製程
x250 年發展史,讀懂美威狂潮經典之
作/邱德夫著 .-- 1 版 .-- 臺北市 : 寫樂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27-4-9 (EPUB) 普遍級
美術畫冊: 築夢之路,遊生繪夢/網易
互動娛樂事業群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46-2 (EPUB) 普遍級
美學新論: 當代藝術實踐背景下阿多
諾 論藝術與 技術的辯 證法 / 孫曉艷
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博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34-9 (EPUB) 普遍級

美學論集/李澤厚著 .-- 二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455-7 (EPUB) 普遍級
背包客基本要會的日語便利句/雅典
日研所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52-0-4 (PDF) 普遍級
英 文文法不 小心就學 會了 / 何維綺
著 .-- 二版 .-- 新北市 : 雅典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52-1-1 (PDF) 普遍級
英文字源解剖全圖鑑: 第一本左右跨
頁,完整呈現拉丁語希臘語的英語起
源/原島廣至著; 劉芳英譯 .-- 新北市 :
語研學院,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466-5-7 (PDF) 普遍級
英文譯作: 哲學、科學與邏輯、語法
/殷海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77-2 (PDF) 普遍級
軍法大審: 施明德回憶錄. III, 一九八
0/施明德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78-7 (PDF) 普遍級
軍法大審: 施明德回憶錄. III, 一九八
0/施明德作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79-4 (EPUB) 普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第 118 次車,新興巷出軌事故(平
交道)/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編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國家運輸安全
調查委員會,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19-18-1 (PDF) 普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21 日,新億鰏 36 號漁船,
船舶號數 013139,於王功漁港外海與
MARCLIFF 碰撞導致翻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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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9-15-0 (PDF) 普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8 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第 7101 次車,於通霄站冒進號
誌有衝撞之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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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9-19-8 (PDF)
普遍級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9 日,順發汽艇行永華 6 號
引水船編號 981395,於臺北港內與騏
龍輪碰撞導致翻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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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9-16-7 (PDF)
普遍級
重訓之前要讀的書/費雪曼著; 李璦
祺 譯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田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42-7 (EPUB) 普遍級
重構刑法第 57 條的量刑架構: 從量
刑 目的與行 為人圖像 出發 / 盧于聖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11-731-3
(PDF) 普遍級
風流宰相臥龍床: 廣播劇劇本書/ami
亞海, 小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陌
上商行, 11105 .-- 125 面; 21 公分 .-ISBN 978-986-06207-6-4 (平裝附光碟
片) NT$1600 普遍級
飛機迷都想知道的 50 個超知識/周沄
枋, 徐浩, 丁瑀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32-3 (EPUB) 普遍級
香水人生路/書涵云冰著 .-- 初版 .-臺北市 : 城邦印書館,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3-19-6 (EPUB)
普遍級
香 水 聖 經 / 喬 瑟 芬 . 斐 麗 (Josephine
Fairley), 蘿娜.麥凱(Lorna McKay)著;
韓書妍譯 .-- 二版 .-- 臺北市 : 積木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9-407-8 (EPUB) 普遍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22-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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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391-9-3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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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07-1-7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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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86-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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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87-3
(PDF) 普遍級
原始魔法碰觸: 新世界的嶄新療癒法
/ 葛 瑞 恩 . 艾 明 (Gyan Amin) 著 ; Prem
Vanita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88-7 (PDF) 普遍級
原野的呼聲/徐訏作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54-3 (EPUB) 普遍級
唐風美人誌/南方赤火, 顧閃閃著 .-初版 .-- 新北市 : 瑞昇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1-557-3
(PDF) 普遍級

香菇哥. 料理篇/楊國政著 .-- 初版 .-南投縣 : 楊國政, 11106 .-- 40 面; 19 公
分 .-- ISBN 978-626-01-0041-4 (平裝)
NT$100 普遍級

娥蘇拉.勒瑰恩的小說工作坊: 十種
技巧掌握敘事/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齊若蘭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4-181-0 (PDF) 普遍級

倍增的挑戰: 解決領導力短缺的挑戰
/史蒂夫.穆勒(Steve Murrell), 威廉.穆
勒(William Murrell)作; 傅子萱, 林少
軒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台灣基督教
展翔天地全人發展協會,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518-2-8
(EPUB) 普遍級

娥蘇拉.勒瑰恩的小說工作坊: 十種
技巧掌握敘事/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 齊若蘭譯 .-- 二版 .-- 新
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4-182-7 (EPUB) 普遍
級

個人品牌獲利關鍵: 8 大藍圖打造
99%有效的數位行銷力,引爆變現的
複利效應/邁克.基姆(Mike Kim)作; 李
翊巧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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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新詮/吳瓊著 .-- 第一版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39-29-5 (EPUB) 普遍
級

*家犬往事/張學東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308-7 (EPUB) 普遍
級
展示空間設計與繪製應用: 商展 x 時
裝秀 x 藝廊 x 博物館 x 全方位空間
手繪技法解析/王育新編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54-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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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海圖書館,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548-108-7 (PDF)
普遍級
恐怖的自體免疫疾病療癒聖經: 你根
本就不知道你也得了這種病(暢銷紀
念版)/莎拉.巴倫汀(Sarah Ballantyne)
著; 華子恩譯 .-- 二版 .-- 臺北市 : 柿
子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83-8 (EPUB) 普遍級

泰山經濟學: 從 Spotify 看善用破壞性
創新轉型的八大原則/威爾.佩奇(Will
Page)著; 劉懷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67-9 (EPUB) 普遍級
消費者行為/汪志堅編著 .-- 六版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8-183-7 (PDF)
普遍級
海事案例解析/方信雄作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794-9 (PDF) 普遍級
海獅說歐洲王室羅曼死/神奇海獅著,
布萊絲繪 .-- 初版 .-- 臺北市 : 究竟,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7-373-7 (EPUB) 普遍級
神探福爾摩斯. II/阿瑟·柯南·道爾著;
周儀文譯 .-- 二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67-1 (PDF) 普遍級

旅行簡史: 科技改變旅行/李志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21-9
(EPUB) 普遍級

神解析!西洋名畫中的新約聖經故事/
杉全美帆子作; 李秦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29-247-5 (EPUB) 普遍
級

時空之外: 非馬新詩自選集. 第五卷
(2013-2021)/非馬著 .-- 一版 .-- 臺北
市 : 釀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45-653-6 (EPUB) 普遍級

紙花女子/多那托.卡瑞西作; 梁若瑜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24-0 (EPUB) 普遍級

時空旅人之妻/奧黛麗.尼芬格
(Audrey Niffenegger)著; 陳雅汝譯 .-二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96-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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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08-46-8
(EPUB) 普遍級

核心逆齡 節拍超慢跑/徐棟英著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29-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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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47-5 (PDF)
普遍級

核心逆齡 節拍超慢跑/徐棟英著 .-初版 .-- 臺北市 : 境好出版,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7-30-5
(PDF) 普遍級
根本在旅行/陳姿樺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93-0 (PDF) 普遍級
根本在旅行/陳姿樺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94-7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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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335-3 (EPUB) 普遍
級
茶生活/王金玲著 .-- 第一版 .-- 臺北
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41-7 (EPUB) 普遍級
逆轉的文明史: 美索不達米亞/劉仲
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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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22-7 (PDF) 普遍級
逆轉的文明史: 美索不達米亞/劉仲
敬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23-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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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37-6 (EPUB) 普遍級
閃亮的私房筆記/北川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心晴,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2481-7-4 (EPUB) 普遍
級
閃亮的私房筆記/北川舞作 .-- 初版 .- 臺中市 : 心晴,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92481-8-1 (PDF) 普遍級
除了我之外,你不准和別人上演愛情
喜劇. 2/羽場楽人作; K.K.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57-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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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55-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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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7-56-0
(PDF) 普遍級
高屏.宜花地區小百岳/ .-- 新北市 : 上
河文化, 11106 .-- 2 面; 53X77 公分 .-ISBN 978-626-7150-02-3 ( 半 開 單 張 )
NT$380 普遍級
高效時間管理術/馬盛楠著 .-- 初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71-363-9 (EPUB) 普遍
級
高速公路年報. 110/交通部高速公路
局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交通部高
速公路局,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31-397-5 (PDF) 普遍級
高彈性成長法則/蘇珊.亞斯佛(Susan
J. Ashford)著; 林麗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46-9 (PDF)
普遍級

高彈性成長法則/蘇珊.亞斯佛(Susan
J. Ashford)著; 林麗雪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城邦商業周刊,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99-47-6 (EPUB)
普遍級

販,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48-2 (EPUB) 普遍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7-210-1 (PDF) 普遍級

唯识法相学. 下/白云老禅师 .-- 初
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05-4-7
(PDF) NT$200 普遍級

基因色彩辨色教育講義= Genecolor/
徐 躍 之 著 .-- 臺 北 市 : 基 因 色 彩 ,
11104 .-- 16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28224-9-4 (平裝) NT$680 普遍級

唯识法相学. 上/白云老禅师 .-- 初
版 .-- 高雄市 : 千佛山白雲,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05-3-0
(PDF) NT$2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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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91-1-1 (EPUB) 普遍級

偉大的貪婪: 金融強權華爾街崛起的
大歷史/約翰.戈登(John S. Gordon)著;
潘勛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54-1 (PDF) 普遍級

售後服務規範工具書/任賢旺, 黃憲
仁, 韋光正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憲業企管, 11105 .-- 346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69-108-2 ( 平 裝 )
NT$450 普遍級

專利法: 案例式/林洲富著 .-- 十版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829-8 (PDF) 普遍級

偉大的貪婪: 金融強權華爾街崛起的
大歷史/約翰.戈登(John S. Gordon)著;
潘勛譯 .-- 三版 .-- 新北市 : 大牌,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55-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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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高登.
伍德(Gordon Wood)著; 梁文傑譯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25-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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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580-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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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336-0 (EPUB) 普遍
級
區塊鏈商戰: 個人或企業如何對抗科
技巨頭的壟斷/伊凡.麥克法蘭(Evan
McFarland)作; 楊詠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墨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16-4 (EPUB) 普遍級
區塊鏈與價值革命/李天白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20-2 (EPUB)
普遍級
商用寫作大補帖: 企劃書、簡報、報
告、會議紀錄與郵件,這樣現學現用/
白鳥和生著; 方嘉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3-36-2 (PDF) 普遍級
商用寫作大補帖: 企劃書、簡報、報
告、會議紀錄與郵件,這樣現學現用/
白鳥和生著; 方嘉鈴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大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3-37-9 (EPUB) 普遍
級
啃老浪潮: 十年前的心肝寶貝,十年
後卻成啃老累贅/最上悠作; 鄒玟羚,
高詹燦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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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高登.
伍德(Gordon Wood)著; 梁文傑譯 .-初版 .-- 新北市 : 八旗文化,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26-5
(EPUB) 普遍級
國朝興亡史: 治國/顧志華, 王延武, 韓
敏 作 .-- 初 版 .-- 臺 北 市 : 大 旗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5-1-9 (EPUB) 普遍級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
會論文專刊. 2022=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rts, Health, Leisure
and Recreation/丁翠苓主編 .-- 臺北市 :
銘傳大學, 11104 .-- 28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57-8584-37-2 ( 平 裝 )
NT$800 普遍級
國殤節特會. 二 0 二二年: 走享受基
督作生命樹的路 綱要附經文/水流職
事站編; 財團法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
部譯 .-- 臺灣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福
音書房, 11105 .-- 31 面; 28 公分 .-ISBN 978-986-166-812-3 (平裝) 普遍
級
國營事業試題大補帖經濟部新進職
員(企管類)共同+專業. 2022(104-110
年試題)/Jacob Wu, 成俊, 李華, 林聰,
周詳, 牧翰, 栗絲, 陳理, 張承, 紫彤, 楊
華, 楊莉, 楊逍, 趙敏, 廖國宏, 鄭瑋, 羅
恩編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大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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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客家親屬稱謂(華客英對照照)=
Kinship terms in Madarin and Hakka/范
雯鈴作 .-- 第二版 .-- 新竹縣 : 范雯鈴,
11105 .-- 5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626-01-0033-9 (平裝) NT$500 普遍級
從北齋到吉卜力: 走進博物館看見日
本 動 漫歷 史 !/ 李政亮作; 謝立 品朗
讀 .-- 臺北市 : 尚儀數位學習, 11104 .- 約 475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05-99-6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從地名解讀世界史的興亡: 地名的由
來與變遷/宮崎正勝作; 林書嫻譯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8-136-2
(PDF) 普遍級
從地名解讀世界史的興亡: 地名的由
來與變遷/宮崎正勝作; 林書嫻譯 .-初版 .-- 新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8-137-9
(EPUB) 普遍級
從零開始,絕對上手的自學素描練習:
50 種插畫家都在用的創意技法,靜物、
人像、風景、街頭速寫、自畫像,讓
你想畫什麼都能畫,從手殘變身米開
朗 基 羅 !/ 丹 尼 . 葛 瑞 格 利 (Danny
Gregory)著; 韓書妍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麥浩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21-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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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25-4 (EPUB) 普遍級
掠奪者. 18/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58-0 (EPUB) 普遍級

公分 .-- ISBN 978-626-01-0059-9 (平裝)
普遍級

掠奪者. 19/水無月すう作; 小天野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59-7 (EPUB) 普遍級

清領時期.經濟與文化的興起. 1/林嘉
澍 作 .-- 臺 北 市 :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60-0 (EPUB) 普遍級

捷克史: 波希米亞的傳奇/周力行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16-7
(EPUB) 普遍級

清領時期.經濟與文化的興起. 2/林嘉
澍 作 .-- 臺 北 市 :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61-7 (EPUB) 普遍級

推測設計與醫療科技、身體、性別
之研究計畫= The research project of
speculative
design
and
medical
technology, body, gender/宮保睿, 顧廣
毅作 .-- 臺北市 :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
系, 11106 .-- 71 面; 25 公分 .-- ISBN
978-957-629-428-0 (平裝) 普遍級

深情在宋詞: 四十五首採擷人間風月
的絕美好詞/琹涵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九歌,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50-445-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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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37-7 (EPUB) 普遍級
救命飲食 3.0.越營養,越生病?!: 全食
物蔬食在對抗病毒、逆轉疾病有驚
人的好處!/Ｔ.柯林.坎貝爾(T. Colin
Campbell), 尼 爾 森 . 迪 斯 拉 (Nelson
Disla)著; 邱文心譯 .-- 臺北市 : 柿子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76-0 (EPUB) 普遍級

深層心理測驗讀心術/羅沅曼編著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66-4
(PDF) 普遍級
現代菲律賓政治的起源: 從殖民統治
到強人杜特蒂,群島國追求獨立、發
展與民主的艱難路/江懷哲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85-5-8 (PDF)
普遍級
現代菲律賓政治的起源: 從殖民統治
到強人杜特蒂,群島國追求獨立、發
展與民主的艱難路/江懷哲作 .-- 初
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885-6-5
(EPUB) 普遍級

教育是一種大智慧/林格著 .-- 第二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35-6 (EPUB)
普遍級

現代塔羅牌: 結合人生的塔羅牌/小
嵐 老 師 著 .-- 新 北 市 : 大 拓 文 化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11-164-0 (PDF) 普遍級

晨語竭無明/釋證嚴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靜思人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89-1-5 (EPUB) 普遍
級

異世界歸來的舅舅. 6/殆ど死んでい
る作; 咖比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80-1 (EPUB) 普遍級

晨曦碎語: 我的精神自傳/蘇曉康作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387-576-5
(EPUB) 普遍級

第一集: 花卉/劉坤錦, 張芳甄合著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5 .-- 48 面;
25X26 公分 .-- ISBN 978-626-320-1347 (平裝) NT$400 普遍級

梅蒂亞轉生物語. 4, 門扉彼端的魔法
師. 中/友麻碧著; 林于楟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79-5 (EPUB)
普遍級

*絃琴意誌: 伊撒意六首無伴奏小提
琴 奏 鳴 曲 研 究 = The six sonatas for
unaccompanied violin by Eugène Ysaÿe :
a study in interpretation and performance
considerations/趙恆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東和樂器, 11104 .-- 5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6005-2-6 (平裝)
NT$800 普遍級

*淡水之美 天空彩繪/葉錫圻作 .-- 新
北市 : 葉錫圻, 11104 .-- 69 面; 15X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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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場論/胡萬炯著 .-- 五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05-83-2 (PDF) 普遍級
習慣成功,與奧里森.馬登對話: 認識
自我、抓住機遇、追求卓越,成功學
大師的優秀人才養成術/林庭峰, 趙
建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55-1 (EPUB) 普遍級
荷西時期.大航海時代的繁華與多變.
1/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
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55-6 (EPUB) 普遍級
荷西時期.大航海時代的繁華與多變.
2/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網
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56-3 (EPUB) 普遍級
被誤解的犯罪學: 從全球數據庫看犯
罪心理及行為的十一個常見偏誤/湯
姆.蓋許(Tom Gash)著; 堯嘉寧譯 .-- 二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33-8 (EPUB)
普遍級
這才是價值投資!: 長期打敗大盤的
贏家系統,從葛拉漢到巴菲特都推崇
的 選 股 策 略 / 詹 姆 斯 . 蒙 蒂 爾 (James
Mintier)著; 劉道捷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牌,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58-9 (EPUB) 普遍級
這才是價值投資!: 長期打敗大盤的
贏家系統,從葛拉漢到巴菲特都推崇
的 選 股 策 略 / 詹 姆 斯 . 蒙 蒂 爾 (James
Mintier)著; 劉道捷譯 .-- 二版 .-- 新北
市 : 大牌,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2-61-9 (PDF) 普遍級
這本書能讓你戒菸: 1000 萬人都說有
效的輕鬆戒菸法進階版/亞倫.卡爾
(Allen Carr)著; 陳思華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高寶國際, 11107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06-412-9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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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4755-9-4 (PDF) 普遍級
這是為什麼?: 「右」難及成因/裴毅
然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獨立作家,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69-3-6 (EPUB) 普遍級

這個世界運作的真相: 以數據解析人
類經濟和生存的困局與機會/瓦茲拉
夫 . 史 密 爾 (Vaclav Smil) 著 ; 李 宜 懃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61-5
(EPUB) 普遍級
通識教育教學改進研究論壇論文集.
第二屆/翟本瑞, 呂長禮編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逢甲通識教育中心,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843-71-7 (PDF) 普遍級
連接: 社交時代的品牌法則/田友龍,
孫曙光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36-3 (EPUB) 普遍級
郭婞淳: 舉重若輕的婞念/葉士弘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67-1 (EPUB) 普遍級
郭婞淳: 舉重若輕的婞念/葉士弘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25-568-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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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87-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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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88-9 (EPUB) 普遍級
陳設美好的生活/Sophie Lsy 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816-7
(EPUB) 普遍級
雪佛/王盛弘著 .-- 一版 .-- 臺北市 : 馬
可孛羅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86-0767-97-1 (EPUB) 普遍
級
鳥類的機智都市生活: 從覓食、求偶、
築巢、叫聲,一窺 43 種鳥鄰居令人意
想不到的日常/一日一種著; 林詠純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68-6
(EPUB) 普遍級
鹿谷.雲嘉南地區小百岳/ .-- 新北市 :
上河文化, 11106 .-- 2 面; 53X77 公分 .- ISBN 978-626-7150-00-9 (半開單張)
NT$380 普遍級

鹿港.九曲巷的冬晴與消逝的雲集飛
帆. 1/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
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57-0 (EPUB) 普遍級
鹿港.九曲巷的冬晴與消逝的雲集飛
帆. 2/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全球
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58-7 (EPUB) 普遍級
最快樂的歌/哲也, 史玉琪文.圖 .-- 三
版 .-- 臺北市 : 小魯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7-32-2 (PDF)
普遍級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79-743-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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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8-266-0 (EPUB) 普遍級
創作實務研究: 走在冷靜與熱情之間
/鄧宗聖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
創,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60-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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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13-0 (EPUB) 普遍級

創造一個心理病態: 七種最危險的暗
黑 心 靈 = Making a psychopath: my
journey into 7 dangerous minds/馬克.佛
里史東(Mark Freestone)作; 林金源譯;
周震宇朗讀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6 .-- 約 350 分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26-4 (線上有聲書(MP3))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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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63-1 (EPUB) 普遍級

創新創業暨經營管理研討會. 2022:
大會手冊暨摘要論文集/明道大學企
業管理學系(碩士班)著 .-- 1 版 .-- 彰
化縣 : 明道大學企管系, 11105 .-- 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6468-834 (平裝) 普遍級

最高工作術: 不再擔心犯錯,每天安
心上班的工作術圖鑑/F 太, 小鳥遊作;
賴郁婷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
版國際,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25-7 (EPUB) 普遍級

創業管理: 微型創業與營運實務/魯
明德, 陳秀美編著 .--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82-0 (PDF) 普遍級

最高快樂人生: 通往真正快樂的十大
步驟/詹姆斯.巴拉茲, 索夏娜.亞歷山
大作, 吳宗璘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天出版國際,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57-741-526-4 (EPUB) 普遍
級
最高腦科學教養: 後設認知 X 心理安
全,培育次世代人才的關鍵要素/工藤
勇一, 青砥瑞人作; 林安慧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墨刻,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289-712-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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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0-123-1 (EPUB)
普遍級
最強提問力: 問更好的問題,獲得更
棒的答案/艾爾柯.威斯(Elke Wiss)著;
翁雅如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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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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785-7 (PDF) 普遍級
博 物館給世 界的藝術 課套書 / 程珺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4 .-冊 .-- ISBN 978-626-7084-20-5 (全套:
平裝) NT$880 普遍級
博物館與它的產地/郭怡汝作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親子天下,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5-222-2
(EPUB)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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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3-3-6 (EPUB)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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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4-0-8 (EPUB)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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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3-4-3 (EPUB)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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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3-8-1 (EPUB)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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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3-5-0 (EPUB) 普遍級

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35-290-2
(EPUB) 普遍級

磊, 陳德洋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24-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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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18-38-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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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15-5 (PDF) 普遍級

尋找童年的夢: 詩歌攝影集/蕭霖著 .- 初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99-3
(PDF)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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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3-7-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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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69-98-2 (EPUB)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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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3-9-8 (EPUB) 普遍級

掌握人心的 50 堂必修課: 領導就要
懂心理學/藤田耕司著; 謝敏怡譯 .-二版 .-- 臺北市 : 本事, 11107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4-12-1 (EPUB)
普遍級

喜悅甘露集. 卷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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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3-6-7 (EPUB) 普遍級

掌握代謝,90%的肥肉會自己消失: 全
美最強悍的瘦身女王,教你無需少吃
多動也能瘦的 3R 代謝飲食法!/吉莉
安.麥可斯(Jillian Michaels)作; 徐薇唐
譯 .-- 三版 .-- 臺北市 : 柿子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96-81-4 (EPUB) 普遍級

喪屍腦科學: 從神經科學來解答,喪
屍的腦袋怎麼了?/提莫西.威斯坦恩
(Timothy Verstynen), 布萊德利.沃特克
(Bradley Voytek)作; 鍾沛君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530-3 (EPUB)
普遍級
單燈人像: 預視現場,用一支閃燈打
出各種可能/張道慈(破渡)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創意市集,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0769-99-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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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89-6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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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發展分析/陳俊
宇, 盧冠芸, 張家輔, 劉雅琪, 蘇翰揚,
李亦晴, 日經製造作 .-- 臺北市 : 資策
會產研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581-867-8 (PDF) NT$17200 普
遍級
朝鮮半島現代史: 一個追尋驕陽的國
度/布魯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著;
黃中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4-9-9 (PDF) 普遍級
朝鮮半島現代史: 一個追尋驕陽的國
度/布魯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著;
黃中憲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左岸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95-0-5 (EPUB) 普遍級
植物學家的筆記/申惠雨著; 何汲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大田,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9-744-1
(EPUB) 普遍級
減法訓練: 打破運動量迷思,科學化
高效體能訓練/廖歆迪作 .-- 初版 .-臺北市 : 墨刻,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86-289-719-5 (EPUB) 普遍
級

換個說詞,就能改變對方的態度/王照
編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24-5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無人機大揭秘/司朝潤,武偉超,周旭
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19-6 (EPUB) 普遍級

敦煌書法/秦川編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47-9 (EPUB) 普遍級

無法送達的遺書: 記那些在恐怖年代
失落的人/林易澄, 林傳凱, 胡淑雯, 楊
美紅, 羅毓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91-5-8 (EPUB) 普遍級

斯賓諾莎自述/斯賓諾莎著; 黃忠晶
編譯 .-- 初版 .-- 新竹縣 : 品林數位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30-65-5 (EPUB) 普遍級
普通人都可以讀的道德情感論/亞當.
斯密(Adam Smith)原著; 邱益群譯 .-初版 .-- 臺北市 : 華志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20-9-0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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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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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送達的遺書: 記那些在恐怖年代
失落的人/林易澄, 林傳凱, 胡淑雯, 楊
美紅, 羅毓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春山出版,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91-6-5 (PDF) 普遍級
*無花果: 四川被販賣的農村婦女口
述史/周浙平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
市 : 崧燁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07-0 (EPUB) 普遍
級

ISBN 978-957-638-971-9 ( 精 裝 )
NT$800 普遍級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328-1578 (平裝) 普遍級

猶太理財專家不藏私致富祕訣/史威
加.貝爾格曼(Zvika Bergman)著; 范曉
譯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58-7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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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24-0 (EPUB) 普遍級

覃合理小語/覃合理 .-- 初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51-00-6 (PDF) 普遍級

畫虎藍/馮翊綱作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87-581-9 (EPUB) 普遍
級

菩提大道直/釋證嚴作 .-- 初版 .-- 臺
北市 : 靜思人文,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89-2-2 (EPUB) 普遍
級

登入元宇宙: 解放自己,擴增夢想的
次元/金相均著; 張雅眉, 彭翊鈞譯 .-初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39-9
(EPUB) 普遍級

菁英媽媽想上班: 美國頂尖名校女性
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帕梅拉.史東
(Pamela Stone), 梅 格 . 拉 芙 蕎 (Meg
Lovejoy)著; 許雅淑, 李宗義譯 .-- 初
版 .-- 台北市 : 游擊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30-3-5
(EPUB) NT$2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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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82-8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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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9-83-5
(PDF) 普遍級
程式設計: 使用 Visual C# 2022/黃建
庭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50-9 (PDF) 普遍級
給不小心又對孩子大吼大叫的你: 愛
的教育≠放任,向孩子好好傳達「不
可以」,勝過糖與鞭子的管教法/崔旼
俊著;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46-1 (PDF) 普遍級
給不小心又對孩子大吼大叫的你: 愛
的教育≠放任,向孩子好好傳達「不
可以」,勝過糖與鞭子的管教法/崔旼
俊著; 賴毓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47-8 (EPUB) 普遍級
善良的你,應該有點心計/金澤南編
著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普天出版,
11106 .-- 368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389-825-2 (平裝) NT$380 普遍級
翔風. 創刊號(附.總目錄)/臺北高等學
校學友會編輯 .-- 復刻一版 .-- 臺北
市 : 南天, 11105 .-- 166 面; 22 公分 .--

華爾街頂尖操盤手的黃金投資法: 零
風險也能成為有錢人/高橋丹, 伊達
直太著; 張嘉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87-6 (EPUB) 普遍級
華爾街頂尖操盤手的黃金投資法: 零
風險也能成為有錢人/高橋丹, 伊達
直太著; 張嘉芬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46-88-3 (PDF) 普遍級
華爾街操盤手給年輕人的 15 堂理財
課/闕又上著 .-- 二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29559-4 (EPUB) 普遍級
華燈之下: 條通媽媽桑的歡場回憶錄
/敦子媽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圓神,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3-826-2 (EPUB) 普遍級
菊元百貨: 漫步臺北島都/文可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33-0 (PDF)
普遍級
菊元百貨: 漫步臺北島都/文可璽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前衛,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76-34-7
(EPUB) 普遍級
虛擬現實: 沈浸於 VR 夢境/易盛編
著 .-- 第 一 版 .-- 臺 北 市 : 崧 博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18-9 (EPUB) 普遍級
*虛擬實境設計 /李錟鋒編著 .-- 初
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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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合理詩歌集. 中/覃合理著 .-- 初
版 .-- 臺中市 : 白象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51-08-2 (PDF)
普遍級
賀三納鍵盤伴奏用譜/張盈望, 洪碧
玉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 : 天主教會
臺灣地區主教團, 11104 .-- 2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9594-5-2 (平裝)
NT$600 普遍級
買氣紅不讓的 Instagram 視覺行銷: #
用 IG 經營品牌我也會#把 IG 粉絲流
量變商機#讓 IG 圖片說故事的拍照
術/鄭苑鳳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96-2 (PDF) 普遍級
買氣紅不讓的 Instagram 視覺行銷: #
用 IG 經營品牌我也會#把 IG 粉絲流
量變商機#讓 IG 圖片說故事的拍照
術/鄭苑鳳著 .-- 三版 .-- 新北市 : 博碩
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097-9 (EPUB) 普遍級
超有趣的英文學習書: 笑話、諺語加
腦筋急轉彎. 1/Two Horse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達觀,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98-18-9 (EPUB) 普遍
級
超級詢問法/崔業松編著 .-- 初版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71-365-3 (EPUB) 普遍
級
超高效學習: 超級學霸 X 跨界學習權
威的 35 個 PRO 考試秘技/芭芭拉.歐
克 莉 (Barbara Oakley), 歐 拉 夫 . 修 威
(Olav Schewe)著; 高霈芬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12-9 (EPUB) 普遍級
超簡單の巨大造型餅乾/荻田尚子著;
洪伶中文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布
克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6-32-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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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80-6 (EPUB)
普遍級
間歇斷食減重全指南: 避開讓你失敗
的斷食地雷,量身訂做專屬你的無痛
苦 減 重 計 畫 / 琴 . 史 蒂 文 斯 (Gin
Stephens)著; 駱香潔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如果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45-35-0 (EPUB) 普遍
級
間諜教室. 4, 「夢語」緹雅/竹町作;
曹茹蘋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
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60-3 (EPUB) 普遍級

黑魔法手帖/澀澤龍彥作; 蔡麗蓉翻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49-9 (PDF) 普遍級
亂世的揭幕者: 董卓傳/李柏著 .-- 一
版 .-- 臺北市 : 大地,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02-358-5 (PDF)
普遍級
塔木德親子財富課: 向猶太人學致富,
從小開始/金今善著; 馮燕珠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遠流,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560-0 (EPUB)
普遍級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美術分館
2021-2022 年特展專刊= Special issue:
2021-2022 Special Exhibitions of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nesFine Arts Branch/順益台灣原住民博
物館-美術分館總策劃 .-- 臺北市 : 林
迺翁文教基金會, 11106 .-- 121 面; 21
公分 .-- ISBN 978-986-99180-0-8 (平裝)
普遍級

* 塔 塔 加 的 回 憶 = Recalling the
Memories of Tattaka/蘇育賢, 田倧源,
廖修慧作 .-- 初版 .-- 臺南市 : 你哥影
視社, 11104 .-- 304 面; 20 公分 .-- ISBN
978-626-95999-0-5 (平裝) 普遍級

*順勢療法: 順勢五行糖球: 天然、科
學,全人健康的最佳方案/任一鳴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賀美氏國際出
版部, 11104 .-- 20 面; 18X18 公分 .-ISBN 978-626-96053-0-9 ( 平 裝 )
NT$100 普遍級

微感測系統與應用/劉會聰, 馮躍, 孫
立寧編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
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14-8 (PDF) 普遍級

黃昏市場/凌雲杉著 .-- 臺北市 : 華星
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490-54-6 (PDF)
普遍級
黃珊珊的 33 個人生故事/黃珊珊著 .- 一版 .-- 臺北市 : 商周,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8-262-2
(EPUB) 普遍級
黑城/多那托.卡瑞西作; 蘇瑩文譯 .-初 版 .-- 臺 北 市 : 春 天 出 版 國 際 ,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41-527-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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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06-3 (EPUB) 普遍級
黑魔法手帖/澀澤龍彥作; 蔡麗蓉翻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楓 樹 林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48-2 (EPUB) 普遍級

徬徨之考據= Songs to wandering/杜的
的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貝果工作室,
11107 .-- 145 面; 19 公分 .-- ISBN 978626-96070-0-6 (精裝) 普遍級

慈孝化觀音: 2022 陳信佑書法專輯=
Calligraphy album of Chen Hsin-Yu/陳
信佑作 .-- 初版 .-- 新北市 : 福慧文物
印刷, 11105 .-- 10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87319-2-9 (精裝) 普遍級
感動教育 點燃心靈/陳文權著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37-0 (EPUB)
普遍級
感懷.久久芬芳/賴東明著 .-- 一版 .-臺北市 : 秀威經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350-3-3 (EPUB)
普遍級
想 像 教 育 的 未 來 / 肯 . 羅 賓 森 (Ken
Robinson), 凱特.羅賓森(Kate Robinson)
著; 廖建容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遠見天下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25-603-6 (PDF) 普遍級
想像與形塑: 上海、香港和台灣報刊
中的張愛玲/梁慕靈編著 .-- 一版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8-66-1
(EPUB) 普遍級

184

想瘦就吃燕麥片飯: 不捱餓、不運動、
不復胖,2 年狂瘦 40 公斤!/COLEZO 著;
連雪雅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333884-0 (PDF) 普遍級
愛.戀: 心的旅行姚良慧詩圖集/姚良
慧文. 攝影 .-- 臺北市 : 展元文創,
11105 .-- 12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927-1-6 (平裝) NT$399 普遍級
愛因斯坦終極語錄/艾莉絲.卡拉普利
斯著; 姚若潔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55-2 (EPUB) 普遍級
愛的恩典之路/王壽南著 .-- 初版 .-新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05-3415-3 (EPUB)
普遍級
新人生觀/羅家倫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86-4 (PDF) 普遍級
*新北市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
報告. 2021/新北市政府秘書處編輯 .- 第 1 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政府,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5-05-1 (PDF) 普遍級
新北市汐止區北港國民小學創校 100
周年校慶特刊/王仲萱總編輯 .-- 新北
市 : 新北市北港國小, 11105 .-- 240 面;
31 公分 .-- ISBN 978-626-7135-11-2 (精
裝) 普遍級
新竹.苗栗地區小百岳/ .-- 新北市 : 上
河文化, 11106 .-- 2 面; 53X77 公分 .-ISBN 978-986-7342-98-0 ( 半 開 單 張 )
NT$3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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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39-0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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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8-40-6 (PDF) 普遍級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影像檢查與診斷
實踐/尹訓濤, 王榮品, 韓丹主編 .-- 第
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28-8 (EPUB)
普遍級
新國際新約神學與釋義辭典/Moises
Silva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

音學院,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355-93-6 (PDF) 普遍級

978-986-491-934-5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新國際新約神學與釋義辭典/Moises
Silva 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中華福
音學院,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6355-94-3 (EPUB) 普遍級

歲月臺灣. 壹, 艾森豪總統來了/徐宗
懋撰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108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86-491-929-1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新盛風采: 翁鴻盛 2022 創作展/翁鴻
盛作 .-- 初版 .-- 臺中市 : 中友百貨時
尚藝廊, 11105 .-- 20 面; 29 公分 .-ISBN 978-626-95719-2-5 (平裝)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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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05-92-4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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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70-418-8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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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108-38-3 (PDF) 普遍級
歲月臺灣/徐宗懋撰文 .-- 初版 .-- 新
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冊 .-- ISBN
978-986-491-937-6 ( 全 套 : 精 裝 )
NT$6400 普遍級
歲月臺灣. 伍, 屋裡屋外的童年/徐宗
懋撰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96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86-491-933-8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歲月臺灣. 柒, 山鄉歲月/徐宗懋撰
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96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86-491-935-2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歲月臺灣. 捌, 街頭人生/徐宗懋撰
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96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86-491-936-9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歲月臺灣. 參, 南部的陽光/徐宗懋撰
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108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86-491-931-4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歲月臺灣. 陸, 大海的遠方/徐宗懋撰
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108 面; 26X27 公分 .-- ISBN

歲月臺灣. 貳, 軍民枕戈待旦/徐宗懋
撰文 .-- 初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108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86-491-930-7 (精裝) NT$800 普
遍級
歲月臺灣. 肆, 母親/徐宗懋撰文 .-- 初
版 .-- 新北市 : 南門書局, 11104 .-- 96
面; 26X27 公分 .-- ISBN 978-986-491932-1 (精裝) NT$800 普遍級
溪 谷 探 險 技 術 手 冊 = ZA canyoning
instructor manual/楊玄菱(Sam)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楊玄菱, 11105 .-- 235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01-00827 (平裝) NT$950 普遍級
煙與蜜. 3/長蔵ヒロコ作; 蒼貓譯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81-8
(EPUB) 普遍級
當文創遇上法律: 從匠人到企業/劉
承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
家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29-2 (PDF) 普遍級
當文創遇上法律: 從匠人到企業/劉
承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典藏藝術
家庭,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1-30-8 (EPUB) 普遍級
當世界只剩下貓/吳毅平著 .-- 臺北
市 : 任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60-3-4 (PDF) 普遍級
當世界只剩下貓/吳毅平著 .-- 臺北
市 : 任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60-4-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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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05-6 (EPUB) 普遍級
當恐懼遇見愛/大衛.里秋(David Richo)
著; 曾育慧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啟
示,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3-0-4 (EPUB) 普遍級
185

萬物理論/胡萬炯著 .-- 五版 .-- 臺中
市 : 白象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05-84-9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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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6267046-68-5 (EPUB) 普遍級
經濟學(含概要)/平心編著 .-- 十版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54-01-4 (PDF) 普遍級
義妹生活. 2/三河ごーすと作; Seeker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61-0 (EPUB) 普遍級
聖經恢復本: 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腓
立比書.歌羅西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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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138 面; 25 公
分 .-- ISBN 978-986-166-811-6 (平裝)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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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3-34-8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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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23-35-5 (EPUB) 普遍
級
腦霧: 腦退化自救、預防失智,腦科
醫師教你大腦重置,提升專注、記憶、
思考三大腦原力/鄭淳予作 .-- 增訂一
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658-820-4
(EPUB) 普遍級
解密外星人: 揭開人類古文明、宗教
神明與星際文明間的真實關係/江晃
榮, Law Yuk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10-7 (PDF) 普遍級
解密外星人: 揭開人類古文明、宗教
神明與星際文明間的真實關係/江晃
榮, Law Yuki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11-4 (EPUB) 普遍級
詩人主宰的途徑/露絲.魏爾德.蘇勒
(Ruth Wildes Shuler)作; 李魁賢漢譯 .-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8-65-4 (EPUB) 普遍級
詩控餐桌/亮孩著 .-- 新竹縣 : 亮語文
創教育,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7664-7-0 (PDF) 普遍級
資安險理賠公證軟體使用手冊: 公證
人適用/新心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編著 .-- 1 版 .-- 新北市 : 新心資安,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1-0-6 (PDF) NT$30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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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3-098-6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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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3-099-3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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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國立政
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 : 政大中文系,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47-05-4 (PDF)
普遍級
達標: 芝大商學院教授親授,意想不
到的激勵課/艾雅蕾.費雪巴赫(Ayelet
Fishbach)著; 祁怡瑋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先覺,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4-422-5 (EPUB) 普遍級
逼真建物秒蓋!達人的 Minecraft3 分
鐘建築速成魔術/カゲキヨ作; 林克
鴻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86-2 (EPUB)
普遍級
逼真建物秒蓋!達人的 Minecraft3 分
鐘建築速成魔術/カゲキヨ作; 林克
鴻譯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87-9 (PDF)
普遍級
電力電子學圖鑑: 電的原理、運作機
制、生活應用......從零開始看懂推動
世 界 的科 技 !/ 森本雅之 著 ; 陳朕疆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49-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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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25-6 (EPUB)
普遍級

圖解航業經營管理/張雅富作 .-- 初
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7-778-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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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507-826-3 (PDF)
普遍級

實用基本護理學.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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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55-9 (PDF)
普遍級

馴果記/貝恩德.布倫納(Bernd Brunner)
著; 林潔盈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臉
譜,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15-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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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38-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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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2-332-2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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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70-422-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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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986-370-423-2 (PDF) 普遍級
圖解巴赫花精/李泓斌, 蔡桑妮作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93-0 (PDF)
普遍級
圖解巴赫花精/李泓斌, 蔡桑妮作 .-初版 .-- 臺北市 : 尖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6-894-7 (EPUB)
普遍級
圖解生理學/柯雅惠著 .-- 修訂一版 .- 臺北市 : 易博士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80-222-7
(EPUB) 普遍級
186

圖解熱力學/李適作 .-- 初版 .-- 臺北
市 : 五南,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95-6 (PDF) 普遍級

對別人說不出口的話,也不要對自己
說: 你有多久沒和自己好好說話了?
重新擁抱內在的對話練習/鄭宰榮著;
劉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39-3 (PDF) 普遍級
對別人說不出口的話,也不要對自己
說: 你有多久沒和自己好好說話了?
重新擁抱內在的對話練習/鄭宰榮著;
劉小妮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40-9 (EPUB) 普遍級
慢性焦慮: 焦慮,是過往未曾處理的
生命創傷/莊博安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寶瓶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06-293-5 (EPUB) 普遍
級
摸布貓自己賺罐罐: 人氣藝術家「黑
山的烏鴉」第一本原創故事集/黑山
Kathy Lam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春
光,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43-92-1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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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52-33-4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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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52-34-1 (PDF) 普遍級
漫畫之王陳福財的新加坡史/劉敬賢
著; 黎湛平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貓頭鷹,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62-554-5 (EPUB) 普遍級

分 .-- ISBN 978-626-95570-6-6 (EPUB)
普遍級

漫畫版名人傳: 傳遞生命喜悅的作曲
家: 貝多芬/平野昭監修; 島陰淚亞漫
畫; 林冠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小
角落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588-78-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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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79-745-8 (EPUB)
普遍級

漫畫國學常識關鍵詞/鏟史官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4-22-9 (EPUB)
普遍級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徐茂練編著 .-二版 .-- 新北市 : 全華圖書,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8-142-4
(PDF) 普遍級

漫遊怪奇藝術史/漫遊藝術史作者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23-6
(EPUB) 普遍級

管理學/陳延宏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801-4 (PDF) 普遍級

漫遊按讚藝術史/漫遊藝術史作者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4-24-3
(EPUB) 普遍級
漫遊藝術史套書/漫遊藝術史作者群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原點, 11105 .-冊 .-- ISBN 978-626-7084-27-4 (全套:
平裝) NT$900 普遍級
熊熊勇闖異世界. 16/くまなの作; 王
怡山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62-7 (EPUB) 普遍級
獄人獄事一乾坤/陳國華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139-42-4 (EPUB)
普遍級
監察院 91 周年特刊/監察院編輯 .-初版 .-- 臺北市 : 監察院,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9-26-6 (PDF)
普遍級
睡衣皮拉提斯: 拉伸、肌力及肌肉張
力 40 式居家訓練/瑪麗亞.曼金(Maroa
Mankin)著; 饒素芬譯 .-- 初版 .-- 臺北
市 : 墨刻,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289-725-6 (EPUB) 普遍級
種子盆栽超好種: 夾鍊袋催芽法 X 破
殼催芽法 X 水苔催芽法/張琦雯, 傅
婉婷作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31-6 (EPUB) 普遍級
種樹的男人: 森林,再次回來了(暢銷
心靈經典.木刻版畫珍藏版)/讓.紀沃
諾(Jean Giono)著; 邱瑞鑾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果力文化, 11104 .-- 面; 公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論文摘
要= The 20th Conference on Precision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PMMT 2022/鄒國益執行
編輯 .-- 屏東縣 : 臺灣扣件產業技術
發展協會, 11105 .-- 15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7741-3-0 (平裝) 普遍
級
精準駕馭 Word!論文寫作絕非難事/
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00-6 (PDF) 普遍級
精準駕馭 Word!論文寫作絕非難事/
鄭苑鳳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博碩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3-101-3 (EPUB) 普遍級
精選單簧管名曲集: 台灣風情. vol.1/
晨曦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輯 .-- 二
版 .-- 臺北市 : 晨曦出版社, 11105 .-36 面; 31 公分 .-- ISBN 978-986-662749-1 (平裝) 普遍級
*臺灣中藥酒基準方圖鑑/林南海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 11012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7-796-3
(PDF) 普遍級
臺灣百年文學制度史/古遠清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662-6 (PDF)
NT$700 普遍級
臺灣府城(台南).鳳凰花城的光影與
百年老鋪的氤氳. 1/林嘉澍作 .-- 臺北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62-4 (EPUB)
普遍級
臺灣府城(台南).鳳凰花城的光影與
百年老鋪的氤氳. 2/林嘉澍作 .-- 臺北
187

市 : 甦活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23-63-1 (EPUB)
普遍級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 卷七, 政
治經濟學與本土篇/陳添壽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711-256-9
(EPUB) 普遍級
臺灣原住民口述史: 泰雅族和夫與日
本妻子綠/菊池一隆著; 張新民編譯;
邱昱翔, 謝川子中譯 .-- 一版 .-- 臺北
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8-72-2 (EPUB)
普遍級
臺灣陶藝獎: 卓越獎. 第三屆/龔雅雯
總編輯 .-- 初版 .-- 新北市 : 新北市鶯
歌陶瓷博物館,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35-09-9 (PDF) 普遍級
臺灣陶藝獎: 創作獎/實用獎/新銳獎.
第三屆/龔雅雯總編輯 .-- 初版 .-- 新
北市 : 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5-10-5 (PDF) 普遍級
與失智共舞 曹爸有方/曹汶龍著 .-初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6-1-8
(EPUB) 普遍級
與你相遇在無眠的夢中/遠野海人著;
黛西譯 .-- 一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82-5 (EPUB) 普遍級
與你襄愛/林襄作; 莉奈攝影 .-- 初
版 .-- 新北市 : 莉奈文創, 11104 .-- 16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990-04 (平裝) 普遍級
與伯多祿一起祈禱: 凡人成聖之旅/
吉姆.威利格(Jim Willig), 塔米.邦迪
(Tammy Bundy)合著; 劉麗君譯 .-- 臺
北市 : 光啟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957-546-977-1 (EPUB) 普遍
級
艋舺.護祐眾生的清水祖師與米其林
必比登. 1/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
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65-5 (EPUB) 普遍級
艋舺.護祐眾生的清水祖師與米其林
必比登. 2/林嘉澍作 .-- 臺北市 : 甦活
全球網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23-64-8 (EPUB) 普遍級

認知稅/水木然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沐光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577-4-5 (EPUB) 普遍級

初版 .-- 新北市 : 拾青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7-0-0
(EPUB) 普遍級

女譯 .-- 二版 .-- 臺北市 : 大塊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18-40-5 (EPUB) 普遍級

認真的糟糕療法. 中國篇/光子作 .-初版 .-- 臺北市 : 漫遊者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89-634-9
(EPUB) 普遍級

寫給中學生看的 AI 課: AI 生態系需
要文理兼具的未來人才/蔡宗翰作 .-初版 .-- 臺北市 : 三采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17-4
(EPUB) 普遍級

熱感 SENSE/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第三十四屆畢業生作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心想事成, 11105 .-- 336 面;
20X20 公分 .-- ISBN 978-986-06112-36 (精裝) NT$800 普遍級

廢天使加百列. 11/うかみ作; Y.S.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1-563-4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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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32-9561-7 (EPUB)
普遍級

豪記龍虎榜. 26/ .-- 臺南市 : 豪記影視
唱片, 11105 .-- 32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98706-8-9 (平裝) NT$150 普
遍級
銀行招考票據法(含概要)/趙朗編 .-十一版 .-- 臺北市 : 鼎文,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1-96-2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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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70-4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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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71-1 (EPUB) 普遍級
領先未來的變革設計: 翻轉人類工作
與生活框架,為企業開創百倍價值的
絕世設計/史蒂芬妮. 梅塔(Stephanie
Mehta), <<快公司>>(Fast Company)編
輯群著; 朱家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方言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480-89-9 (EPUB) 普遍級
價值的選擇/馬克.卡尼(Mark Carney)
作; 陳昌儀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19-7 (PDF) 普遍級
價值的選擇/馬克.卡尼(Mark Carney)
作; 陳昌儀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八
旗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29-20-3 (EPUB) 普遍級
嬉皮、薩滿、遊牧人生: 放逐拉丁美
洲 420 天/伊娃 Eva 著 .-- 初版 .-- 臺北
市 : 蔚藍文化, 11103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504-74-8 (EPUB) 普遍
級
寫小說,不用太規矩: 三浦紫苑的寫
作講座/三浦紫苑著; 冷豔狂人譯 .-初版 .-- 新北市 : 拾青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6723-9-8
(PDF) 普遍級
寫小說,不用太規矩: 三浦紫苑的寫
作講座/三浦紫苑著; 冷豔狂人譯 .--

*德奧琴緣: 巴赫、莫札特、舒曼、
理查.史特勞斯小提琴作品研究/趙恆
振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東和樂器,
11104 .-- 3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986-06673-9-4 (平裝) NT$39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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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庫塞
基 (James M. Kouzes), 貝 瑞 . 波 斯 納
(Barry Z. Posner)著; 高子梅譯 .-- 一
版 .-- 臺北市 : 臉譜,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5-138-3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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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庫塞基(James M. Kouzes),
貝瑞.波斯納(Barry Z. Posner)著; 高子
梅 譯 .-- 一 版 .-- 臺 北 市 : 臉 譜 ,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5-139-0 (EPUB) 普遍級
樂學藝文培力平台之社區風貌創作
計畫. 教材版/羅菀榆, 李宜芳編著; 張
今鳳繪 .-- 初版 .-- 臺中市 : 易禧樂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343-6-7 (PDF) 普遍級
樂學藝文培力平台之社區風貌創作
計畫: 青年創作. 110 年/陳知琳, 周芯
妤, 廖儀安, 王硯彤, 周庭筠, 黃映慈
作 .-- 臺中市 : 易禧樂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343-5-0 (PDF)
普遍級
樂學藝文培力平台之社區風貌創作
計畫: 街區職人遊蹤. 110 年/易禧樂
學有限公司作者群作 .-- 臺中市 : 易
禧樂學,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9343-4-3 (PDF) 普遍級
熱情人生的冰淇淋哲學/瑪格麗特.羅
賓絲婷(Margaret Lobenstine)著; 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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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夢龍千家詩/蔣夢龍作 .-- 初版 .-基隆市 : 基隆市海東書會, 11104 .-冊 .-- ISBN 978-986-98299-6-0 (全套:
平裝) NT$1500 普遍級
蔣夢龍草書千家詩: 五言絕句/蔣夢
龍作 .-- 初版 .-- 基隆市 : 基隆市海東
書會, 11104 .-- 48 面; 36 公分 .-- ISBN
978-986-98299-5-3 (平裝) NT$500 普
遍級
複利領導: 簡單的事重複做,就會有
力量/賴婷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56-5 (PDF) 普遍級
複利領導: 簡單的事重複做,就會有
力量/賴婷婷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57-2 (EPUB) 普遍級
談判口才與實用技巧/陳峰編著 .-- 初
版 .-- 新竹縣 : 方集,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1-372-1 (EPUB)
普遍級
諸子臺北學/周慶華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華志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55-0-7 (PDF) 普遍級
論和略誘未成年人罪: 以刑法上之監
護概念為中心/李淙源作 .-- 初版 .-臺北市 : 元照,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57-511-726-9 (PDF) 普遍級
賞讀書信. 一, 古典詩詞花園: 唐至清
代繁花盛開一一五首/夏玉露著 .-- 二
版 .-- 新北市 : 朵雲文化,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809-5-4
(EPUB) 普遍級
趣味微生物: 發酵與釀造、疾病與新
藥研發......存在你我身邊看不見的菌
類病毒大解密!/山形洋平著; 蔡婷朱

譯 .-- 初版 .-- 臺中市 : 晨星,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0-128-6
(EPUB) 普遍級
閱讀引領未來/江富軍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139-43-1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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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23-0 (EPUB) 普遍級
魯迅雜文全集: <<且介亭雜文>><<
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
編>>/魯迅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
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4-9-9 (EPUB) 普遍級

戰爭是殘忍的。愛與和平(特別精華
版)/鄭明析作; 明言翻譯部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明人出版,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749-6-4
(EPUB) 普遍級
擁抱自己的碎片/青(@163_________)
著; 棉木先生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72-5 (EPUB) 普遍級
擁抱自己的碎片/青(@163_________)
著; 棉木先生繪 .-- 一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73-2 (PDF) 普遍級
樹冠上/理察.鮑爾斯(Richard Powers)
著; 施清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95-7 (PDF) 普遍級

儒家文明如何成為最強大的治國工
具/馬大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60-8-9 (PDF) 普遍級

樹冠上/理察.鮑爾斯(Richard Powers)
著; 施清真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
報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296-4 (EPUB) 普遍級

儒家文明如何成為最強大的治國工
具/馬大勇作 .-- 初版 .-- 臺北市 : 任性,
11107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60-9-6 (EPUB) 普遍級

歷史的轉換期. VII, 1683 年,近世世界
的變貌/守川知子, 伏見岳志, 三木聰,
川分圭子著; 游韻馨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臺灣商務,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57-05-3416-0 (EPUB) 普遍
級

凝眸: 蘭陽詩行/方群著 .-- 一版 .-- 臺
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8-64-7 (EPUB)
普遍級
學 術資料的 檢索與利 用 /林慶彰主
編 .-- 再 版 .-- 臺 北 市 : 萬 卷 樓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78-658-9 (PDF) NT$480 普遍級
學霸.英雄.鬼才.聖人.狀元養成記/韓
明輝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冊 .-- ISBN 978-626-335-3862 (全套:平裝) NT$1790 普遍級
戰地春夢/海明威著; 陳榮彬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4-193-3 (PDF)
普遍級
戰地春夢/海明威著; 陳榮彬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木馬文化,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4-194-0
(EPUB) 普遍級
戰爭是殘忍的。愛與和平(特別精華
版)/鄭明析作; 明言翻譯部翻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明人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49-5-7 (PDF)
普遍級

歷史學家紀錄的管理學大師筆記: <<
貞觀政要>>,把主管當好的方法、把
部下當好的方法/吳競, 東籬子著 .-初版 .-- 新北市 : 好優文化, 11106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74-8-2
(EPUB) 普遍級
歷史獵人: 追尋失落的世界寶藏/奈
森 . 拉 伯 (Nathan Raab), 盧 克 . 巴 爾
(Luke Barr)著; 韓翔中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08-139-3 (PDF) NT$336
普遍級
歷史獵人: 追尋失落的世界寶藏/奈
森 . 拉 伯 (Nathan Raab), 盧 克 . 巴 爾
(Luke Barr)著; 韓翔中譯 .-- 初版 .-- 新
北市 : 遠足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508-140-9 (EPUB) 普遍
級
激流與倒影/林懷民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35-0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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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與倒影/林懷民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35-336-7 (PDF) 普遍級
激辣中國: 從廉價到流行,辣椒的四
百年中國身世漂流記,探查地域傳播、
南北差異到飲食階級/曹雨著 .-- 二
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10-231-6 (EPUB)
普遍級
燃: 最新研究,揭開身體究竟如何燃
燒卡路里、減肥、保持健康!/赫曼.
龐策(Herman Pontzer)著; 鍾沛君譯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38-6
(PDF) 普遍級
燃: 最新研究,揭開身體究竟如何燃
燒卡路里、減肥、保持健康!/赫曼.
龐策(Herman Pontzer)著; 鍾沛君譯 .-初版 .-- 新北市 : 方舟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95-39-3
(EPUB) 普遍級
親 愛 的 安 德 烈 / 龍 應 台 , Andreas
Walther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95-4 (PDF) 普遍級
親 愛 的 安 德 烈 / 龍 應 台 , Andreas
Walther 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96-1 (EPUB) 普遍級
貓 哲學: 貓與 生命 意義 / 約翰. 葛雷
(John Gray)著; 陳信宏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山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91-1-0 (PDF) 普遍級
貓 哲學: 貓與 生命 意義 / 約翰. 葛雷
(John Gray)著; 陳信宏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春山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91-2-7 (EPUB) 普遍
級
鋼琴等級檢定考試範例本系列. 2, 視
奏(二)/林進祐著 .-- 第 93 版 .-- 臺北
市 : 東和樂器, 11104 .-- 74 面; 21 公
分 .-- ISBN 978-626-96005-0-2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鋼琴等級檢定考試範例本系列. 3, 聽
奏(一)/林進祐著 .-- 118 版 .-- 臺北市 :
東和樂器, 11105 .-- 48 面; 21X20 公
分 .-- ISBN 978-626-96005-1-9 (平裝)
NT$150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大事記(1937-1939)/第二戰

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化編譯組原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6-90-7 (EPUB) 普遍級

餐酒搭配學: 侍酒師的飲饌搭配指南
/何信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20-1 (EPUB) 普遍級

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660-2 (PDF)
NT$880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大事記(1937-1939)/第二戰
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化編譯組原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6-91-4 (PDF) 普遍級

戴口罩的世界/亞德里安.商久贊
(Adrian Sangeorzan)著; 安卡.司徒巴露
(Anca Stuparu) 編; 李 魁 賢(Lee Kueishien)譯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8-63-0 (EPUB) 普遍級

韓國最強法人交易員的獲利關鍵/朴
炳昌著; Loui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樂金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9-21-8 (EPUB)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大事記(1939-1941)/第二戰
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化編譯組原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6-88-4 (PDF) 普遍級

濟公活佛救世真經: 義理講述/ .-- 新
北市 : 明德, 11104 .-- 256 面; 22 公分 .- ISBN 978-986-06688-6-5 ( 平 裝 )
NT$200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大事記(1939-1941)/第二戰
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化編譯組原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6-89-1 (EPUB)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大事記(1941-1943)/第二戰
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化編譯組原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6-92-1 (PDF)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大事記(1941-1943)/第二戰
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化編譯組原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6-93-8 (EPUB)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大事記(1943-1945)/第二戰
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化編譯組原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6-94-5 (PDF) 普遍級
閻錫山故居所藏第二戰區史料: 第二
戰區抗戰大事記(1943-1945)/第二戰
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現代化編譯組原
編 .-- 初版 .-- 臺北市 : 民國歷史文化
學社,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36-95-2 (EPUB) 普遍級
隨順法流: 四念處修觀進展中的所緣
流程圖及說明/慈濟瓦禪師著; 李佩
樺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大 千 ,
11105 .-- 48 面; 28 公分 .-- ISBN 978957-447-374-8 (平裝) NT$150 普遍級

營造工程管理全攻略: 最詳細學術科
試題解析,一次考取技術士證照/陳佑
松, 江軍作 .-- 2 版 .-- 臺北市 : 麥浩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408-815-7 (EPUB) 普遍級
禪讓與貳臣: 南朝四史的政治論述與
道德價值/林郁迢著 .-- 初版 .-- 新北
市 : 輔大出版社,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0729-37-5 (PDF) 普遍級
膽小別看畫. III: 西洋名畫中驚悚又
吸睛的驚奇故事/中野京子作; 李肖
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28-2 (EPUB) 普遍級
膽小別看畫. III: 西洋名畫中驚悚又
吸睛的驚奇故事/中野京子作; 李肖
霄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5-329-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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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27-9 (PDF)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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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76-28-6 (EPUB) 普遍級
點燈/殺豬的牛二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燈籠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31-2-1 (EPUB) 普遍
級
點燈/殺豬的牛二作 .-- 初版 .-- 新北
市 : 燈籠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31-3-8 (PDF) 普遍級
擺脫不安的 50 個情緒修補練習/和田
秀樹作; 伊之文譯 .-- 臺北市 : 三采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658-821-1 (EPUB) 普遍級
禮記鄭王比義發微/史應勇著 .-- 初
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11105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478-675-6 (PDF)
NT$420 普遍級

舉證責任/廖蕙玟, 吳從周, 陳啓垂, 許
政賢, 廖大穎, 呂太郎, 楊淑文, 游進
發, 黃宏全, 王毓正著 .-- 再版 .-- 臺北
市 : 元照, 11105 .-- 242 面; 21 公分 .-ISBN 978-957-511-714-6 (第 1 冊:平裝)
NT$45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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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22-3 (EPUB) 普遍級

賽博龐克 x 蒸氣龐克(科幻藝術畫集
典藏版)/gaatii 光體編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瑞昇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01-560-3 (PDF) 普遍級

翻看 TCFD 報告入門書: 認識氣候變
遷對財務影響/王怡心作 .-- 臺北市 :
怡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03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0-0-7 (PDF)
NT$120 普遍級

賽雷三分鐘漫畫世界史. 3/賽雷著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50-5
(EPUB) 普遍級
鍥不舍齋薪傳錄: 陳新雄教授逝世十
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陳
新雄教授逝世十週年紀念國際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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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必備技能圖鑑: 能力 UP!薪水 UP!
一生都受用的 50 項關鍵工作術/堀公
俊著; 鍾嘉惠譯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東販,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29-251-2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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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781-6
(EPUB) 普遍級

懶惰鬼的假日早午餐/小田真規子,
谷綾子著; 賴惠鈴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46-80-7 (EPUB) 普遍
級

羅素與杜威: 對直接影響中國的兩位
西方大哲之比較/丁子江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7088-71-5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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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77-782-3
(PDF) 普遍級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文
法/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
一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1-6-7
(EPUB) 普遍級

薩克斯風完全入門 24 課/鄭瑞賢編
著 .-- 初版 .-- 臺北市 : 麥書國際文化,
11104 .-- 144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02-1-7 (平裝) 普遍級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文
法/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
一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1-7-4
(PDF) 普遍級

藝術家之死: 數位資本主義、社群媒
體與零工經濟全面崛起,21 世紀的創
作著如何開闢新局?/威廉.德雷西維
茲 (William Deresiewicz) 作 ; 游 騰 緯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麥田,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10-233-0
(EPUB) 普遍級

藍 祖蔚的台 灣電影備 忘錄 / 藍祖蔚
著 .-- 一版 .-- 臺北市 : 書林, 11106 .-冊 .-- ISBN 978-957-445-988-9 (全套:
平裝) 普遍級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
媽的女兒. 6/松浦作; 楊采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64-1
(EPUB) 普遍級
轉生後的我成了英雄爸爸和精靈媽
媽的女兒. 7/松浦作; 楊采儒譯 .-- 初
版 .-- 臺北市 : 臺灣角川, 11106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21-565-8
(EPUB) 普遍級
醫療機器人技術/姜金剛, 張永德編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崧燁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13-1 (PDF) 普遍級
離線練習/安藤美冬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46-77-7 (PDF) 普遍級
離線練習/安藤美冬著 .-- 初版 .-- 新
北市 : 幸福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46-78-4 (EPUB) 普遍
級
雙星報喜: 十二星座、血型、生肖神
祕密碼+星座魅力智慧書(組合)/水炎
君, 阿爾法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大拓文化, 11107 .-- 冊 .-- ISBN 978986-411-168-8 (全套:平裝) NT$580 普
遍級
懶惰鬼的假日早午餐/小田真規子,
谷綾子著; 賴惠鈴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幸福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7046-79-1 (PDF) 普遍級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文
法/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
一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1-8-1
(EPUB) 普遍級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文
法/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
一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661-9-8
(PDF) 普遍級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3 文
法/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
一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3-0-2
(EPUB) 普遍級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3 文
法/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
一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3-1-9
(PDF) 普遍級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4 文
法/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
一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3-2-6
(PDF) NT$540 普遍級
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文
法/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訂
一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5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3-4-0
(PDF) 普遍級
穩穩紮穩打!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文法/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 修
訂一版 .-- 屏東縣 : 想閱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43-3-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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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玩邊賺入手 NFT/李林福著; 吳孟
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50-8 (PDF) 普遍級
邊玩邊賺入手 NFT/李林福著; 吳孟
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采實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507-851-5 (EPUB) 普遍級
關於臺灣小書: 臺灣給你的三十個印
象 = Über Taiwan: 30 Eindrücke aus
Taiwan/Ying-Hsuan Chou 周盈萱作，
Jill Heather Schmidt 史宸寧譯 .-- 初
版 .-- 新北市 : 周盈萱, 11105 .-- 48 面;
18 公分 .-- ISBN 978-626-01-0061-2 (平
裝) NT$480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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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32-304-9 (EPUB) 普遍級
*霧峰向日葵家園: 友善動物融合教
育研習活動/林豐隆, 張騰云作 .-- 初
版 .-- 臺 中 市 : 霧 峰 向 日 葵 家 園 ,
11104 .-- 40 面; 30 公分 .-- ISBN 978626-95830-0-3 (平裝) NT$500 普遍級
懺悔的實證: 依於<<梁皇寶懺>>/胡
順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元華文創,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711-257-6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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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4-654-2 (PDF)
NT$450 普遍級
權力遊戲: 馬斯克與特斯拉的世紀賭
注/提姆.希金斯(Tim Higgins)著; 潘昱
均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奇 光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5-6-7 (PDF) 普遍級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145-6-0
(EPUB) 普遍級

權力遊戲: 馬斯克與特斯拉的世紀賭
注/提姆.希金斯(Tim Higgins)著; 潘昱
均 譯 .-- 初 版 .-- 新 北 市 : 奇 光 ,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45-7-4 (EPUB) 普遍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 10/雪莉.雪莉.阿南
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作;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4-1-5 (EPUB) 普遍級

歡迎光臨 肯園精油新手村: 20 種首
選精油調出 80 種對症配方,全方位療
身也療心/肯園芳療師團隊著 .-- 臺北
市 : 三采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57-658-813-6 (EPUB) 普遍
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 11/雪莉.雪莉.阿南
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作;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4-2-2 (EPUB) 普遍級

歡然奔路: 大邱文集/大邱作 .-- 一
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88-62-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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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5-219-2
(EPUB) NT$400 普遍級
*聽完就懂,劉必榮速解俄烏戰爭: 剖
析歷史脈絡,掌握國際政局變化/劉必
榮作. 主講 .-- 新北市 : 一刻鯨選,
11104 .-- 約 49 分面; 公分 .-- ISBN 978626-7010-60-0 (線上有聲書(M4A)) 普
遍級
聽夜在說話/蔡沐橙圖.文 .-- 一版 .-臺北市 : 釀出版,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986-445-650-5 (EPUB) 普遍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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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957-32-9555-6 (EPUB) 普遍
級
邏輯與哲學/王路著 .-- 第一版 .-- 臺
北市 : 崧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39-27-1 (EPUB) 普遍級
驚人發現!你的基因有 25%和香蕉一
樣/蘇西.布魯克斯文; 喬西.布羅格斯
圖; 林大利譯 .-- 初版 .-- 新北市 : 小
熊,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7140-12-3 (EPUB) 普遍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 1/雪莉.雪莉.阿南
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著; 吳
春華譯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4 .-

靈性科學集成. 卷 2: 吠陀直覺科學篇
/ 雪 莉 . 雪 莉 . 阿 南 達 慕 提 (Shrii Shrii
Anandamurti)作; 吳春華譯 .-- 初版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98145-7-7 (EPUB)
NT$200 普遍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 3: 吠陀直覺科學波
動.形狀.顏色至上福祉與世俗快樂欲
望與厭離心/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
(Shrii Shrii Anandamurti) 作 ; 吳 春 華
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145-8-4 (EPUB) NT$180 普遍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 4: 夜柔吠陀.羯陀
奧義書篇/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
(Shrii Shrii Anandamurti) 作 ; 吳 春 華
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3-2-9 (EPUB) 普遍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 5/雪莉.雪莉.阿南
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作;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145-9-1 (EPUB) NT$150 普遍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 6/雪莉.雪莉.阿南
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作;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3-0-5 (EPUB) 普遍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 7/雪莉.雪莉.阿南
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作;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33-1-2 (EPUB) 普遍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 9/雪莉.雪莉.阿南
達慕提(Shrii Shrii Anandamurti)作; 吳
春華譯 .-- 初版 .-- 新竹市 : 大謙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6054-3-9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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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徑偕行/蕊娜.文恩(Raynor Winn)作;
蕭寶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10-6 (PDF) 普遍級
鹽徑偕行/蕊娜.文恩(Raynor Winn)作;
蕭寶森譯 .-- 初版 .-- 新北市 : 野人文
化,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4-711-3 (EPUB) 普遍級
讚啦!光源氏. 伍: 平安貴族穿越奇譚
/est em 作; 龔持恩譯 .-- 初版 .-- 新北
市 : 黑白文化,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325-8-2 (EPUB) 普遍
級
鱷魚燈籠/楊昀(清翔)作 .-- 初版 .-- 新
北市 : 燈籠出版, 11105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31-1-4 (PDF) 普遍級
圣经信息系列: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迎接來臨中的王(数位典藏版)/斯托
得(John Stott)作; 甘燿嘉译 .-- 初版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86-198-942-6 (EPUB)
普遍級
隈研吾建築圖鑑: 專業導覽及手繪千
幅圖片,美學、知識、旅遊一本全收
錄/宮澤洋著; 李豪軒譯 .-- 初版 .-- 臺
北市 : 圓神, 11106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33-828-6 (EPUB) 普遍級
闇黑論文寫作/方偉達著 .-- 初版 .-臺北市 : 五南, 11106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17-775-8 (PDF) 普遍級
我的哲學提綱/李澤厚著 .-- 臺北市 :
三民,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442-7 (EPUB) 普遍級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李澤厚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450-2 (EPUB)
普遍級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李澤厚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451-9 (EPUB)
普遍級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李澤厚著 .-- 三
版 .-- 臺北市 : 三民,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957-14-7452-6 (EPUB)
普遍級
美學四講/李澤厚著 .-- 三版 .-- 臺北
市 : 三民,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454-0 (EPUB) 普遍級

美的歷程/李澤厚著 .-- 臺北市 : 三民,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437-3 (EPUB) 普遍級

分 .-- ISBN 978-626-7136-16-4 (PDF)
普遍級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71-0 (EPUB) 普遍級

華夏美學/李澤厚著 .-- 臺北市 : 三民,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57-147438-0 (EPUB) 普遍級

心 意 更 新 的 教 會 / 斯 托 得 (John RW
Stott)作; 譚達峰譯 .-- 初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40-2 (EPUB) 普遍級

中國歷史研究法/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7-612-9 (EPUB) 普遍
級

AI 灵魂智慧/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14-8-0 (EPUB) 普遍
級

佛弗智慧眼/弥勒皇佛作 .-- 初版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14-5-9
(EPUB) NT$240 普遍級

中國現代史/薛化元編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7-635-8 (EPUB) 普遍
級

AI 心灵智慧/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13-3-2 (EPUB) 普遍
級

佛次元智慧/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13-0-1 (EPUB) 普遍
級

古史地理論叢/錢穆作 .-- 臺北市 : 弘
雅三民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307-613-6 (EPUB) 普遍
級

*AI 超能智慧/弥勒皇佛作 .-- 初版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14-6-6
(EPUB) NT$240 普遍級

*第三眼智慧/弥勒皇佛作 .-- 初版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14-4-2
(EPUB) NT$240 普遍級

約旦史: 一脈相承的王國/冀開運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15-0
(EPUB) 普遍級

佛智慧潜能/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13-1-8 (EPUB) 普遍
級

超灵智慧眼/弥勒皇佛作 .-- 初版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14-3-5
(EPUB) NT$210 普遍級

阿富汗史: 戰爭與貧困蹂躪的國家/
劉雲著 .--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307-614-3 (EPUB) 普遍級

佛魔智慧/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
勒皇教文 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013-2-5 (EPUB) 普遍
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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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45-5-3 (EPUB) 普遍級

阿姆斯壯: 登月巨星/陳景聰著 .-- 臺
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18-1 (EPUB)
普遍級

*超智慧进化/弥勒皇佛作 .-- 初版 .-臺北市 : 彌勒皇教文化,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95914-2-8
(EPUB) NT$210 普遍級
万能智慧/弥勒皇佛作 .-- 臺北市 : 彌
勒皇教文化,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914-9-7 (EPUB) 普遍
級

靈性科學集成. 卷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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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8145-4-6 (EPUB) 普遍級

佛藏經講義. 第十六輯/平實導師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正智,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96-3-1 (PDF)
普遍級

胃癌術後營養照護全書: 快速復原三
元素: 營養促進.微創手術.身心平衡/
林明燦, 吳經閔, 賴聖如合著 .-- 修訂
二版 .-- 臺北市 : 原水文化, 11104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986-0-1
(EPUB) 普遍級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郭正益等合著 .- 二版 .-- 臺北市 : 正智,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796-4-8 (PDF)
普遍級

進德修業奮發向上: 省立進德實驗中
學/鍾權煌, 卓佳賢作 .-- 初版 .-- 彰化
縣 : 彰師大, 11105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98490-7-4 (PDF) 普遍級

*C 型觀點: 基督徒改變社會的行動
力/斯托得(John Stott)著; 劉良淑譯 .-二版 .-- 新北市 : 校園書房, 11103 .-面; 公分 .-- ISBN 978-986-198-938-9
(EPUB) 普遍級

失智失蹤: 一萬個遊走失蹤家庭的衝
擊 /NHK 特別 採訪 小組 著 ; 吳佳璇
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 : 天下生活,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62695865-2-3 (EPUB) 普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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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琳, 11104 .-- 面; 公

歷史劇場: 痛苦執政八年/林濁水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93

約翰.甘迺迪: 魅力總統/簡學舜著 .-臺北市 : 弘雅三民圖書, 11104 .-- 面;
公 分 .-- ISBN 978-626-307-619-8
(EPUB) 普遍級
文末に用いられる助詞の意味機能/
深尾まど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致
良,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0754-51-3 (PDF) 普遍級
経 済大蕭條 時期的夢 遊街 / 駱以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 INK 印刻文學,
11104 .-- 面; 公分 .-- ISBN 978-986387-574-1 (EPUB) 普遍級
在黑暗中閱讀/薛穆斯.丁恩(Seamus
Deane)作; 謝志賢選書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 : 一人, 11104 .--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677-3-7 (EPUB) 普遍
級

